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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 图情会议，选题指南
（1）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图书馆效能提升研修班暨《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业务规范》宣贯班的通知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 图书情报丨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图
书馆效能提升研修班暨《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业务规范》
宣贯班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Q-i-BtsuS9p2_HfMStPlww。”
biochem：“@会议君 收费多少也不说。”秋香：“400 元。培训通知 h
ttp://www.lsc.org.cn/contents/1129/15429.html。”

（2）《现代情报》2022 年选题指南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现代情报》2022 年选题指
南 https://mp.weixin.qq.com/s/aus36T91RI7KeBcIR4emVA。”
（3）2022 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含课题指南）
老田：“察言观色. 快讯！2022 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含课题指南）https:/
/mp.weixin.qq.com/s/Su7s1tZ-5AxMLUDjdefgpg。”
（4）《图书馆论坛》2022 年选题指南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 图书情报丨《图书馆论坛》2022 年选题
指南 https://mp.weixin.qq.com/s/rbhyP4qIT46_BcxF3XNqPw。”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1）初景利&黄水清：一级学科更名的解析与思考
图谋：“图情招聘.初景利&黄水清：一级学科更名的解析与思考 https://
mp.weixin.qq.com/s/CoinHnBc3mNdflK40Tx0Iw 初景利, 黄水清. 从‘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 ：一级学科更名的解析与思考[J]. 图书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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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2022, 66(1):4-10.。”图谋：“图情招聘微信公众号，这篇文字，很可能
是‘全网首发’（2022 年 1 月 7 日 18:35 发布）。目前为止，《图书情报工作》
官网（http://www.lis.ac.cn/CN/0252-3116/home.shtml）及中国知网尚未见全
文（该刊‘网络首发’亦未见）。”
（2）赵生辉：壬寅岁首，被困书城
图谋：“赵生辉.壬寅岁首，被困书城.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
-2517406-1319970.html 每去一次图书馆，我都会接受一次精神的洗礼。人类的
知识体系确实太过庞大复杂，这辈子紧赶慢赶地读书、思考和写作，站在图书馆
浩如烟海的书籍中间，还是会明显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自己所谓的著作与人
类的知识体系相比，可能真的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这种感觉是我们使用数字图
书馆时不会有的，计算机让文献与我们精准匹配的同时，也把与经典好书偶遇的
机会彻底隔离在了视野之外。”
（3）如何做一名有用的图书馆员？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如何做一名有用的图书馆员？htt
ps://mp.weixin.qq.com/s/tvRlqoLGW8dsbk8xNwieTQ。”
（4）圕人堂话题：从图书捐赠到馆藏建设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 圕人堂话题：从图书捐赠到馆藏
建设 https://mp.weixin.qq.com/s/RVNbHrBwZJwM2gskeZY4jQ。2022 年 1 月 8
日，圕人堂 QQ 群有一个交流话题，从图书捐赠说起，延伸至馆藏建设，信息量
较大，特此予以摘编。”
（5）曹新哲：怀念我的父亲曹之先生
图谋：“曹新哲.怀念我的父亲曹之先生. https://mp.weixin.qq.com/s/MU
qIcMcFY6xDZna1_WlXaQ（原文发表于《图书情报知识》2021 年第 6 期。作者曹
新哲，曹之先生哲嗣，现为湖北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编者按：曹之先生生前
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在古典文献学和图书文化史研究领域卓有建
树，著有《中国古籍版本学》《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国古籍编撰史》《中国
出版史（隋唐五代卷）》《中国图书文化史》等著作，先后获得 1995 年教育部
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7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998 年教
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01 年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2003 年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国家级、
省部级奖励，2003 年获评‘武汉大学十大教学名师’之一。他一生淡泊名利，
潜心治学，立德立言，诲人不倦，堪为学界楷模。他的逝世，让我们痛失了一位
德高望重的师长，也是我国图书馆学界的一大损失。为此，本期特刊发曹之先生
哲嗣曹新哲的文章，以表达我们共同的哀悼之情！”biochem：“@图谋 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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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哈哈一笑：“@图谋 感谢您转发纪念曹之先生的文章，让更多人了解
曹之先生。”
（6）图说高校图书馆经费趋势
图谋：“原创 图林有 C 察言观数. 图说高校图书馆经费趋势 https://mp.
weixin.qq.com/s/qjF36Hx8uD1UwplBa9MfGg。”
（7）新书介绍 |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史
图谋：“新书介绍 |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史. https://mp.weixin.qq.com/
s/-AYiI0T5NyoV7WbKx8pQCw 内容简介：本书以时间为序，围绕肇端、初创、起
步、成长、分立、发展、创新、新征程等重要发展时期，对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70 余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回顾、梳理与总结，讲述图书馆的成长故事。本书
不仅对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进行了历史回顾，也反映了图书馆人爱岗敬业的精
神，书中记录了历代师大图书馆人的奉献与付出，再现了几代师大图书馆人的梦
想和追求。作者简介：郭明蓉，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1992 年到四川
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至今，先后任阅览部副主任、采编部主任。
曾兼任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专家。2008 年被评为四川省高等学校图书
馆先进个人。主要从事读者服务、文献资源建设及图书馆史等方面的研究。发表
论文 30 余篇；主持省(市)及校级科研项目 5 项，主研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
目 1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5 项；出版专著 1 部，主编工具书 1 部，参编专著 8
部。研究成果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编辑推荐：本书是一部资料翔实的图书馆史，既按时间为序梳理了历史脉络，
也以人物小传的形式记录了图书馆人的贡献，全方位记述了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的 70 年历史，具有史料价值。书前有精美彩页，用图片记录下西华师范大学图
书馆和图书馆人的风貌。每个图书馆都应该记录自己的历史，编图书馆史，本书
可参考。”
（8）《图书馆报》2022 年 1 月 7 日电子报
图谋：“《图书馆报》2022 年 1 月 7 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20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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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 202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告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 图书情报丨关于 202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告 https://mp.weixin.qq.com/s/ynqJDGD
QVS9BXI7PcYZo9Q。”
（10）抗 Yi 歌曲《万家康宁》
图谋：“抗 Yi 歌曲《万家康宁》：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
41037179/Yi 情又紧，居家抗 Yi，再发 2020 年的抗 Yi 歌曲《万家康宁》。张怀
涛词，史付红（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曲，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学生演
唱。《万家康宁》张怀涛词史付红曲后期：小黑录制参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
院 19 音乐教育民族班指导：陈昌宁天暖了，紫燕归程地醒了，田野青青万家康
宁，万家康宁寄一份大爱把心底的春光涌动万家康宁，万家康宁寄一份大爱把心
底的春光涌动万家康宁，万家康宁用生命捍卫生命塑一个吉祥黎明驭长风，凝心
聚力寄深情，气贯长虹一条条大路上阳光灿烂传递温暖，铁骨铮铮万家康宁，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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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康宁寄一份大爱把心底的春光涌动万家康宁，万家康宁用生命捍卫生命塑一个
吉祥黎明。”雨后彩虹：“唱的人太少了，如果人多，就分声部唱会更好。”图
谋：“借张怀涛馆长作词的歌曲《万家康宁》，祈愿面临 Yi 情的圕人康宁！”
（11）高校图书馆 B 站视频共享联盟进展 2022.1
图谋：“原创 老衲曰. 高校图书馆 B 站视频共享联盟进展 2022.1https://
mp.weixin.qq.com/s/uTHuC7okcFqh2hp2Hba9-Q。”
（12）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我在图书馆工作的这半年
图谋：“图书馆报.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我在图书馆工作的这半年 h
ttps://mp.weixin.qq.com/s/Cd0faEEz8-9pj8I1qp0Alw。”
（13）点击领取 2021 南航图书馆大数据！你上榜了吗？
图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点击领取 2021 南航图书馆大数据！你上榜了
吗？https://mp.weixin.qq.com/s/90PKw9wenzQUV-qAUT8gzA。”
（14）图谋：基于 ESI 和 InCites 数据库的学科服务学习笔记
图谋：“图谋.基于 ESI 和 InCites 数据库的学科服务学习笔记. https://
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20678.html 基于 ESI 和 InCites 数据库的
学科服务，在较长时期是高校图书馆深层次信息服务的重心所在，尤其是从 201
5 年发布大学‘双一流’总体方案至今。特此梳理近期学习笔记，学习过程中得
到相关数据库商、学科检测分析与情报服务系统供应商、高校图书馆同行的指导
和帮助，特此致谢！”
（15）智慧图书馆建设思考与实践
图 谋：“原创 沙枣 树下 说新语 奎林 说. 智慧图书 馆建设思 考与实 践
https://mp.weixin.qq.com/s/YBgfZygM8GTYSH3xlT7-FQ。”
（16）2021 年度阅读报告发布！你是优秀的温大“读书人”吗？
奎林说：“温州大学图书馆.2021 年度阅读报告发布！你是优秀的温大“读
书人”吗？https://mp.weixin.qq.com/s/qk-mveHxDcoz1xnPHdQb-A。”
（17）2021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图情档类）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 图书情报丨 2021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
（图情档类）https://mp.weixin.qq.com/s/bh-CWUAIN5Ubkt-E8Fx3ig。”
（18）走近榜样馆员李兴辉先生
图谋：“走近榜样馆员李兴辉先生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
646-1320984.html 李兴辉先生(1914.8-2016.10)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是
一位值得人们尊敬与铭记的图书馆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图书馆工作 62 年，
对分类法和主题词表的编制及文献检索工作成绩显著。李兴辉先生是张厚生先生
遇到的“伯乐”之一，他对张厚生先生关爱与提携，影响深远。二位先生，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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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春季开始因“图书分类法”交往，其时，李兴辉先生 57 岁，张厚生先生 28
岁，二人之间的交往持续了 20 余年（张厚生先生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与李兴辉先
生的书信往来信息）。李先生，可谓多福多寿，102 岁逝世。”
1.3 圕人问答与讨论
（1）聊聊接收图书捐赠那些事儿
麦子：“大约一个月前，我收到一个电话，有个人一定要捐一本关于她曾祖
父的书，说她给其他学校馆长联系，发邮件，都没有回音，于是就打电话。我说
这书我大概也不要，但她唠唠叨叨说了 20 多分钟，说这书很好，不要可惜。我
心软，就说你就寄一本吧。过了一个月，今天回去上班，桌上一个快递，外面看
是 16 开，已经有了不详的感觉，打开里面还有一层。露出一个角，里面是布面，
而且有金边，更觉不妙。彻底打开后发现是道林纸印的，内容不要看，知道是上
了大当，我只能食言不加这书了。”图慕：
“@麦子 为啥布面金边让你感觉不妙？”
麦子：“@辽图西西 以前（15 年前）我每周花几个小时，看最近订的书， @辽
图西西

@图慕

一辈子接触了几十万种书，一般只要看封面就可以很快把书归

类定性，我以为这是一本传记之类，但没有打开（16 开的加重量）心里已经凉
了半截，打开一个角，发现金色布面，知道不妙。以为大致知道其内容了。”中
原劲草：“印度图书的纸张感觉像国内 50-60 年代的那种草纸，略微发点黄，纤
维粗。”麦子：“@中原劲草 不是，牛津和剑桥的还是可以，纸是很白，但如果
和其他地方印的比，纸有细微差别，但气味是完全不同的。”
职院-娟：“麦子老师，还是不明白布面金边的书是什么内容？传教的？还
是有违禁的书？还是没有入藏的价值？@麦子 。”麦子：“@职院-娟 是一个类
似纪念册的东西，有几篇文章，对他们家族可能可以收藏纪念，但图书馆是不能
收的。”麦子：“其实，我们对违禁书倒是十分感兴趣的，因为采购不易。传教
的只要不是宣传性的，也都可以收，但自己不会去买就是了。有时，知道是很少
有人会看，但觉得整个系统必须有一本，往往就收了，直接编目入远程书库让人
馆际互借了。2019 年，有人联系上来，说有一些印度耆那教的书，因为我们有
研究这个的，收了，发现是很好的收藏，如果自己去买那就费劲了。后来还没有
编，但有读者问起一本书，我倒是在这堆书里找到，那个高兴啊。”职院-娟：
“那不收是要退回去给她还是自行处理掉就可以？我们有时也收到个人赠书（有
些是自己买的书觉得卖废品可惜就送过来）我们是看着有用才入藏，不收的就自
行处理掉。”
麦子：“@职院-娟 我大概每周收到一次捐书的，但我的接受率大概是 1-2%，
一般直接拒绝，客气点的，我会打过电话解释一下为什么拒绝。如果我不要，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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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绝对不愿意收下的，所有的决定必须在这之前，因为我们人手极其短缺，不可
能先拿下，再慢慢看，而且这有另外一个问题：你一定要事先说清楚，甚至签合
同：你给我了，我有全权处理。去年遇到一个中国学生，说没有地方放书，可不
可先捐给我们，如果以后要用，再拿回去。真是绝了。当然，我还是客客气气回
答说：谢谢你想到我们，但一旦捐了，就是学校财产了，不可拿回。”职院-娟：
“谢谢麦子老师解答。”图谋：“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的相关博文。”

麦子：“捐赠的事情真的是要因地制宜，尽管我在我的事业生涯中，图书馆
是处于预算长期减少的情况中间加了几次似乎要灭顶的情况，但在书籍（因为的
定义是 monograph，既非连续出版物）一直是能做到重要的所有该有的研究书目
是不缺的，另外，学生教学用书是图书馆课件借阅的服务的一部分，和图书馆馆
藏无关，所以，从学生用书中找到能用的书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到了值得加入书
库，而图书馆没有，一两本是可以的，多了，说明馆藏建设是失责的。”图谋：
“当前高校图书馆大多再说，纸质图书利用率下滑的问题。从表象看，大家都在
下滑，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如果要细究，确实是大不同，情况各异。其中一
种情形是，图书馆真的没有几本想读的书，偶尔发现有几本想读的，可能还不便
获取（馆藏地繁多、借阅规则不熟悉、借还不便等等）。当前许多馆的馆藏建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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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空心‘的。购书经费紧缩，人力资源缩减（甚至全外包），依赖馆配
商配书……扎实做‘采访‘工作的，越来越稀见了。”
麦子：
“我基本上从来没从本科生那里收到过什么有用的书，博士有一两次，
但都是很专门的书，比如，一个人研究一个很偏的东西，结束以后，他要捐书，
往往有好东西。7、8 年前，有一个我校的本科毕业的，到了一长春藤学校读博
士，他是研究日韩流的，此人是黑人，但韩日语流畅（佩服），在那里住了 4、
5 年，论文写完了，有几百本书和游戏（我们有游戏学 game studies)。他要捐
给他读博士的学校，对方拒绝，但我们倒是需要，因为问这类东西的人很多，于
是我同意付他从日本托运这些箱子的超重费，记得是 600 美元，然后到了他家去
把这些书取来。这些书后来的确是物尽其用。”图谋：“‘有用的’，这个价值
判断，确实与站位密切相关。中原劲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事例。从图书馆角度，
20%有用，这个比例算是挺好的。其它‘无用的’，因为做漂流或给其它同学取
用，实际上也属于‘有用的’劳动，也是一种用户服务。”
麦子：“因为人手和其他一些问题，我一定要事先做出要还是不要的决定，
因为不可能先收了，然后慢慢从里面淘出货来，我以前的确这么做过，但有些书
在哪个角落里躺很多年都没有看过，后来图书馆要腾地方，也就很快把东西扔了。
这活其实很累：往往越是品相漂亮和新的书是最容易处理的，因为我们常年有 2、
3 个学生专门做这事：检索没有编过的书（多年沉积下来的书太多，有时甚至事
自己买的），所以她们已经给我排号：那些是我们馆有的，那些没有，但姐妹馆
有，那些在远程书库有或没有，我有时可以几分钟处理几车（她们要检索一两个
月），但扔得多。但是，难的是在任何系统里都找不到的东西，好的东西往往在
这些里，但需要一本本慢慢看，这就费事了。”图谋：“关于博士研究生用书，
我自身读研究生期间遇到过一次。同一楼层的一位研究生，处理了好几箱子书，
估计有 500 本以上，我看过其中一大纸箱中的书，确实都属于‘好书’，比如有
一部分是哲学经典，品相都挺好，我自个很想要，但与人家不熟悉，没开口。我
不清楚这批书最终流向何处。”
中原劲草：“确实处理赠书是费时费力，但每每看到有人阅览或要求传递此
书就觉得功夫没白费。最怕的是图书馆人不懂货，之前曾遇到过有社会人士的捐
赠，是某地的地方文献，主要收录的是历代关于该地的诗词歌赋，无疑是编者付
出了不少心血从方志等处辑录出来的，但因为是诗歌为主，而该校师生热衷历史
研究，觉得文学作品都是闲适小品不足以登堂入室，所以典藏者竟要把这些书放
到文史研究者使用不便的另一校区去，基藏不放。”图谋：“麦子老师那样是真
正做馆藏建设的。当前国内图书馆真正在做馆藏建设的，越来越少。前几年到一
高校馆参观，该馆有一名从事馆藏建设的图书馆员，退休后自愿留下来帮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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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特藏建设工作，无偿的，据介绍，当时已干了好长时间。”麦子：“@图谋
的确，但从图书馆角度，经典书籍我是首先跳过的，因为我是不可能收的。”更
多精彩内容请阅读“圕人堂话题：从图书捐赠到馆藏建设 https://mp.weixin.q
q.com/s/RVNbHrBwZJwM2gskeZY4jQ。”
（2）普通高校办学条件指标中关于生均年进书量是指纸质图书吗？
杨梅：“各位大神们，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在普通高校办学条件指标标准中
关于生均年进书量中，本科学校是 4 册，这个指的是纸质图书么？包不包括电子
图书？”九院江：“@杨梅 目前好像是纸书。”
（3）当图书馆成为自习室，其存在意义何在？
雨过天晴：“当图书馆成为自习室，图书馆的存在意义也就大打折扣。”慎
独：“图书馆是否鼓励自习，领导看法也不一样呢。”雨过天晴：“有不支持的
吗？我们支持得很，每年都指望自习学生的入馆数据撑门面呢！”慎独：“我们
上任和现任都不鼓励，但是学意难犯。”长恩：“这应该也不存在什么不鼓励或
者不支持的，顶多主观意愿上‘不喜欢’吧，毕竟学生入馆之后阅读、自习还是
休息也没法‘管’呀。”雨过天晴：“@长恩 所谓‘鼓励’，比如说怕吵到学生
不允许工作人员在楼道说话，自习学生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再怎么大声都不管，
还有就是统计图书馆工作时强调入馆人数，等等。”长恩：“喔喔喔，原来如此。”
碧沚东楼：“入馆人数和借阅册次是基础工作中最明显的两项成绩了。因此自然
会得到领导重视。”碧沚东楼：“但更多的基础工作是默默无闻的，需要几年甚
至几十年时间才能有效果，出成绩。”雨过天晴：“是的。”图谋：“现在不少
高校馆已经避谈或讳谈借阅量了。”奎林说：“顺势而为，这有什么关系呢？”
雨过天晴：“自习室与图书馆何干？建好房间，请几个工人开门关门打扫卫
生，何必养这么多工资比工人高许多的图书馆员？把自习室当做主业，就是一条
自取灭亡的不归路。”奎林说：“你还能管住来图书馆的学生借不借书么？”图
谋：“实际确实有不少更深层次问题值得思考，只是实在顾不上。倒是对为数不
多的吸睛宣传，疑惑重重。该在馆多长时间？该借多少书？有吉尼斯纪录吗？”
奎林说：“那个借书多少次的，进门多少次的，量巨大，就是做得好么。如果这
个指标能获得实际好处（优秀读者评判依据，发钱或值钱的东西），那就默认鼓
励借了还，还了借，进了出，出了进。谁还搞不过谁。”雨过天晴：“是的，见
过，组织学生疯狂造数据。”随风微：“现在有些学校有学分要求，必须阅读多
少本书。”奎林说：“其实就是借还多少次吧。”随风微：“应该算。”慎独：
“我们不鼓励一是座位数量真不够用，二是领导希望发挥图书馆服务教学科研的
功能，图书馆没有负责解决学生自习的义务，尤其是这么高的入馆量，借阅率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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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总第 401 期 20220114）

是可怜的要命，三是学生在图书馆学习都快把家搬来了，东西太多了！也可能就
是我们馆这样。”雨过天晴：“@慎独 @慎独 你们领导有思想，有水平！”随风
微：“不鼓励一样搬。”

图片由奎林说提供
慎独：“怎么会这么大数字差？”奎林说：“文献传递你知道的吧？我还得
干这个活。”慎独：“哦哦。”图谋：“各自的校情、馆情大不同，当前很多方
面‘理解’或‘沟通’存在困难。考研学生恨不得把家搬到图书馆，好些学校有
这个现象。近年，有些图书馆还有个新现象是学生自备各式各样的椅子、凳子放
图书馆。”慎独：“@图谋 我这就是，流通工作区都被占领了。”图谋：“有些
馆私下统计过，大学四年，从未利用过实体图书馆的，为数不少。实际上，从未
利用过‘数字图书馆’的亦为数不少，只是不便统计。部分高校馆，实体图书馆
是少量考研学子的自习专用领地，一些入馆流量（占较大比例）是他们贡献的。”
随风微：“没到过图书馆的多得是。”
迷图：
“@雨过天晴 我们馆就是这么干的，面子上好看，工作人员也有任务。”
迷图：“@奎林说 院系为了评优秀书香学院，发动学生来图书馆借书，前脚借，
后脚还。”雨过天晴：“@迷图(芷芸) 学生一边借书，一边‘骂’，工作人员也
有烦的，各级领导倒是开心得很。”碧海潮生：“图书馆作为弱势群体，挨骂是
常态。”迷图：“@雨过天晴 我们馆只有考试季是学生最多的，这一两个星期，
连走廊里坐满了人，这图书馆不就是自习室嘛！”雨过天晴：“@碧海潮生 不是
因为图书馆是弱势群体，是因为和学院联合，强制性要求学生在某段时间里借多
少本书。一两百本书，学生并不愿意看多少，借出来背回去再还回来，累啊！ @
迷图(芷芸) 无奈的现实。”碧海潮生：“学生对这类强制借阅行为一般比较排
斥。上周因借阅室改造闭馆，有读者过来办理退证退费，工作人员和她解释，该
读者根本不听解释，直接说改造和她退证没有关系，图书馆不退证退费她就打
110 了，后来给她特别办理了退证退费@雨过天晴。”雨过天晴：“@碧海潮生 是
的，引导，千万不能强制。”碧海潮生：“是的。”雨过天晴：“图书馆一时的
数据好看，很可能毁了学生仅存的阅读兴趣。”cpulib*：“哪个图书馆这么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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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呢？”雨过天晴：“这样干过的，恐怕还不会是少数馆。”cpulib*：“大学
生都是成年人，读书与否图书馆改变不了的。”碧沚东楼：“所以要推广阅读，
好的阅读推广馆员可以带动百万人阅读。”
（4）图书馆员成为最受信任的职业之一
江苏科*：“这两天在哪里看到最受欢迎职业的一个排名，图书馆排第二，
忘了哪里看到的了，是不是这个群里。”图谋：“老槐微信公众号翻译的一篇文
字。”江苏科*：“收到，太感谢了！”图谋：“老槐.图书馆员成为最受信任的
职业之一. https://mp.weixin.qq.com/s/-pxvGdYPbhiE8t1BciQpSQ 一个职业
能获取大多数公众的信任是不容易的，需要该职业的从业者具有良好的职业精
神，并能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作出积极的应对。Ipsos 是创建于法国的
全球市场调查与咨询公司，该公司调查之一是对英国公众调查各个职业受信任的
程度。2021 年 10 月和 11 月 Ipsos 对英国公众进行了两次调查，不久前发布了 2
021 职业信任度调查报告。2021 年调查结果出人意料地表明，图书馆员具有 93%
的受信任程度，超过医生的 91%，仅以 1 个百分点屈居护士之后，成为 2021 年
受信任的亚军职业。这是图书馆员第一次出现在 Ipsos 职业信任榜单中。图书馆
职业成为英国公众几乎一致信任的职业，是对图书馆员大流行期间付出的辛勤努
力及创造性工作的最好褒奖！”奎林说：“图书馆员成为最受信任的职业之一，
这是英国，不是中国。”瓶子：“对 这里的馆员跟我们的馆员差别有点大。”
图谋：“现实生活中的馆员群体，或许更加有趣有味有力量。期待 2022 年，能
够有更好地展示。圕人堂在群规范框架下，或许还是有不少事情可以交流与分享
的。”
（5）超星移动图书馆 APP 怎么进行文献传递的？
图穷：“周六晚上在超星移动图书馆 APP 提交了这篇论文的‘文献传递’，
我好奇这背后是怎么运作模式？？？希望参与这项服务的馆员同仁解疑答惑。”
奎林说：“参与的服务馆（人）有个平台，看见了就找到，帮你传过去。人工的。”
短歌：“没有参与，但大概知道，有个后台，各个馆有专门负责文献传递的馆员，
上后台领任务，然后下载文献发送。”riff：“这种超星会返点吗？”图穷：“有
时很快，就一两个小时，貌似也有机器自动处理。”奎林说：“有的平台 会把
以前有人传过的文献自动传。返点就不知道了。”短歌：“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
文献传递联盟，我就收到过西南什么联合体，好象是四川那边传递过来的文献。”
图穷：“@奎林说 谢谢沈老师。@短歌 谢谢。”图穷：“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付智星：“很好奇有老师参与过超星的文献传递服务嘛？感觉基本都是机器后台
处理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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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什么样的图书是半精装？
榕荫书屋：
“半精装，第一次见到。各位老师，还有哪本书是‘半精装’的？”

图片由榕荫书屋提供
我徂东山：“这种不是叫软精装吗？我一直以为半精装是这样的，可能是我
搞错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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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我徂东山提供
榕荫书屋：“@我徂东山 我认为是的。这个是精装吧？”煮酒论*：“现在
各种新材质出现，是不是应该重新定义精装，平装之类的了。”麦子：“@煮酒
论英雄 是这样。另外商业的精装可能对书的保护也有限，如果书脊节实，内页
的纸好，外面的封面即使是软的，书的寿命也会比较长。”biochem：“有的书
是外强中干。用过一本教材，没用多久，书就散成几段。用浆糊粘过好几次。”
煮酒论*：“好些书确实这样，胶质量不行，或者胶装时为了省材料，胶的厚度
调得比较薄。”
我徂东山：“@榕荫书屋 这本书书脊附近有接缝，书脊处是布面，精装的工
艺，封面是普通的瓦楞纸，应该叫半精装吧，但是不是常见的类型。常见的半精
装拼接处大概在靠近书脊 1/3 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请指教。另外，软精
装的书在艺术类中是常见的。尤其是 Tai 湾故宫博物院出的书，大部分都是软精
装，因为 Tai 版书审查比较严格，我看到的只有艺术类的，其他类的不了解。”
榕荫书屋：“ @我徂东山 精装的封皮是硬的。半精装、软精装跟平装相似，只
是封皮比平装厚一点、硬一点，有勒口，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也没有很严格的区
分。”我徂东山：“不只是材质的问题，工艺不一样，半精装、软精装还是精装
的工艺，跟平装差得多一些。”我徂东山：“尤其是半精装，其实就是精装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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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早期是为了节约成本，所以封面用普通的材质，书脊用真皮、布面之类的。”

图片由我徂东山提供
我徂东山：“软精装，这里有堵头布。”biochem：“软精装由精装派生而
来，由于精装书籍不便于携带，于是将精装书籍的硬质封面改为软质封面，这种
装订方式既继承了精装书的装帧风格，又大大降低了书籍的装帧成本，尤其适合
字典、工具书、手册、招投标文件的装订，是一种方便、快捷的简装精装方式。
软精装的介质一般是 200g 以上的铜版纸、彩机纸、相纸，也可以是背胶，有一
定的厚度，彩色打印，通常还附以烫金烫银、局部 uv 局部凹凸等工艺，有的还
留有握口，软精装的封面很漂亮，通常需要腹膜，胶装而成。”榕荫书屋：“@
我徂东山 @biochem 你们俩位解说很好，对精装、软精装、半精装等研究很透彻！”
1.4 圕人堂主题
（1）圕人堂周讯第 400 期
图谋：“宋晓莉 整理 圕人堂 LibChat：圕人堂周讯（总第 400 期 20220
107）https://mp.weixin.qq.com/s/itIsCmfl2lI_IoVsatU1LA。”biochem：
“400 期。各位编辑辛苦了。”雨后彩虹：“感谢圕人堂群主和编辑老师们！感
谢圕人堂各位老师们！真的一个温暖、和谐的圕人堂！”图谋：“今天是《圕人
堂周讯》400 期的‘大日子’，我自身近期事情较多，未顾上做进一步的‘营销。’
今天的周讯，我是 15:55 提交，先是审核通过，且已有 128 次阅读，随后编辑
发现了非常细节的问题，我修改之后重新审核通过（大约是 21:00）。培基乃美
玉，光洁质坚优——回忆我与许培基先生的通信（https://blog.sciencenet.c
n/blog-213646-1012839.html），比较意外的是这篇文字的屏蔽已解封并恢复正
常。”biochem：“期待下一个 400 期。”
图谋：“《圕人堂周讯》一路走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由衷感谢诸位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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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与支持！《圕人堂周讯》可以坚持多久，无法预计。我清晰地记得，200 期的
时候，有成员说过期待下一个 200 期。当时，我是没敢想象的。关于‘下一个 4
00 期’，意味着再来 8 年。作为一个草根社群，可谓‘道阻且长‘，期待与圕
人携手同行，盼望‘行则将至’那一天。”雪落原野：“佩服群主，坚持自己的
信念，热爱图书馆事业。”短歌：“真是不容易。”持之以恒：“实属不易，也
难能可贵。”

（2）《圕人堂周迅》2021 年度收录数 TOP10
www：“《圕人堂周迅》2021 年度收录数 TOP10。能被《圕人堂周迅》收录
的，可以被称为有效发言，有需要打包个人参与话题合集的老师，可以私信我。
效果参照这里：http://lib.nbt.edu.cn/tuan/my.php。”

图片由 www 提供
图谋：“感谢 www 老师所做的工作！”www：“我也‘数说’下圕人堂的 20
21，后续继续发布其它数据。”图谋：“非常好！期待 ing。”
www：“年度"长篇大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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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ib.nbt.edu.cn/tuan/det
ail.php?id=9631 ；2 关于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的思考 http://lib.nbt.edu.cn
/tuan/detail.php?id=8493 ； 3‘圕人堂成员幸福感调查’‘图书馆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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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满意度调查’群投票与讨论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
8502 ；4 论文被擅自收录，九旬教授维权获赔 70 多万 http://lib.nbt.edu.cn
/tuan/detail.php?id=96405 ；5 图书馆发展如何回归专业的讨论 http://lib.
nbt.edu.cn/tuan/detail.php?id=9375 ；6 邱葵：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学科馆员
与学科服务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8705 ；7 邱葵:开放
获取的胜利：解读加州大学与爱思唯尔期刊协议 http://lib.nbt.edu.cn/tuan/
detail.php?id=8704 ；8 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访谈 http://lib.nbt.edu.
cn/tuan/detail.php?id=9678 ；9 关于‘圕人堂文摘’的思考 http://lib.nbt.
edu.cn/tuan/detail.php?id=9247 ；10 有关数字资源利用、信息素养、数字素
养等的高质量交流与探讨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952
4。”

（3）科图网圕人堂专题
图谋：“其中有个原因，有些规整信息，放在科学网圕人堂专题，没有放在
周讯中。假如均放在周讯中，字数会很多。”www：“@奎林说 依赖于《圕人堂
周迅》的编辑团队，也得益于群主远见卓越想到留存圕人们的知识的举措。”图
谋：“2021 年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博文有 253 篇，减去周讯 52 篇，有 201 篇，可
以说是最多的一年。”
图谋：“科学网圕人堂专题（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
=space&uid=213646&do=blog&view=me&classid=166214&from=space&page=2）规
整的博文，在周讯中简略呈现。假如考虑这个因素，2021 年的信息量会增添不
少。保守估计会在 60 万字以上。参与者越多，越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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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
00758.ht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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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两翼’
尽可能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图谋：“2022 年 1 月 13 日，科学网图谋博客访问次数 9028373 次，科学网
博客总排行名列 37 位。2020 年 10 月 24 日，科学网图谋博客访问次数 7001636
次，科学网博客总排行名列 47 位。2021 年，由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博文产生的访
问量估计会是 100 万人次以上。”
图谋：“2021 年，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博文被科学网精选有 35 篇，对提升关
注度有一定帮助。”biochem：“若干年前，科学网就号称有百万用户，但精选
博文的点击数太可怜。”图谋：“‘可怜‘显得尤为可贵。当前，受到诸多制约，
用户注意力亦日益分散。”
图谋：“《圕人堂周讯》将圕人堂 QQ 群、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圕
人堂微信公众号融为一体，成为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融媒体’（资源通融、内容
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圕人堂 QQ 群、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的‘生
日‘均为 2014 年 5 月 10 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生日’为 2018 年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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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圕人堂周讯》的‘生日’为 2014 年 5 月 16 日（即创刊之日）。”
（4）关于圕人堂群的议题式交流机制
图谋：“关于话题的推动，确实不容易。这些年，圕人堂实际形成一些参考
样例。关于圕人堂群的议题式交流机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
46-808873.html 2014/7/4 8:01:00 圕人堂‘议题式交流机制’的五要素：组织
者（可以是一人或团队）、参与者（要有一定规模）、有意义（具备理论意义或
现实意义）、有影响（形成理论成果或可以学以致用的讨论成果）、激励机制（必
要的经费支持）。圕人堂‘议题式交流机制’的作用：圕人堂保持一定活跃度的
‘保鲜剂’或‘防腐剂’。‘议题’可大可小，可以是封闭式（如实名讨论组形
式）、半封闭式、开放式；‘议题’讨论周期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长期’
的。‘议题式交流机制’是实现圕人堂核心价值的重要手段。”

图片由 www 提供
www：“话题参与人数的多寡，反应话题的圕人关注度和参与度，大家有话
说的话题毕竟占少数，而且，及时交流的话题，受天时限制，我想在圕人堂知识
库中增加一个功能：就是大家对以往的内容也可以通过留言的形式参与，可以称
为‘时空交流’，但上次提起过后，感觉有兴趣的人不多，也就放弃开发了。”
图谋：“交流过程中，成员之间发现具有共同兴趣或志同道合的成员，成员间进
一步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分享。某种意义上，对个体成员是更为实在的用途。”
图谋：“一定程度，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成员加群之后，退群者很少。”
boner：“是的，我刚才请教了 www 老师一下，有收获。”书友：“@图谋 加群
后一直收获很多，感恩请教问题得到回复，或者看其他群友聊专业问题，都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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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学习。”图谋：“我前边的说的‘参与者越多，越有料’，是回应 www 老师
说的：‘能被《圕人堂周迅》收录的，可以被称为有效发言，有需要打包个人参
与话题合集的老师，可以私信我。效果参照这里：http://lib.nbt.edu.cn/tua
n/my.php’，期待更多成员关注与参与！”
图谋：“圕人堂个人交流合集. http://lib.nbt.edu.cn/tuan/my.php。”

图片由图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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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榜样馆员李兴辉先生
热度 1 2022-1-14 09:51
2021 年 8 月 4 日，我写了一篇博文《一位值得尊敬与铭记的图书馆员——李兴
辉先生》，文中说，李兴辉先生(1914.8-2016.10)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是一
位值得人们尊敬与铭记的图书馆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图书馆工作 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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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类法和主题词表的编制及文献检索工作成绩显著。由他参加主持编制的《中
国图书馆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17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热度 1
基于 ESI 和 InCites 数据库的学科服务学习笔记
热度 2 2022-1-12 10:25
基于 ESI 和 InCites 数据库的学科服务，在较长时期是高校图书馆深层次信息服
务的重心所在，尤其是从 2015 年发布大学“双一流”总体方案至今。137 所“双一
流”建设高校、努力争取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高校及其它积极进取的高校，
格外重视基于 ESI 和 InCites 数据库的学科服务。2022 年 1 月 12 日检索中国知
网，篇名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889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热度 2
家乡的红薯粉丝
热度 3 2022-1-9 16:26
今天中午收到父母亲从江西老家寄来的红薯粉丝，附寄的有小孩爱吃的麦芽糖
（老家叫“拷糖”，敲成小块后，母亲洒上了豆粉，防止板结成块）、油饼(老家
叫“油圆”，糯米粉油炸而成）。这是今年第二次邮寄，上次一大箱子，这次又是
一大箱子。上次寄的红薯粉丝，是父母亲自个做的，听说请“技术顾问”上门指
导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426 次阅读|6 个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热度 3
关于科研的思考
热度 4 2022-1-9 10:46
近读赵生辉先生《壬寅岁首，被困书城》
（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517406-1319970.html ），其中有作者看到了史
学先驱尤中先生历时十七年完成的皇皇五百万字的巨著《中华民族发展史》，震
撼之余的感悟与反思，“眼下我也进入到了回答这辈子‘所为何来’的节点，之前凭
直觉选定的研究方向慢 ...
个人分类: 圕人堂|4798 次阅读|6 个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热度 4
圕人堂话题：从图书捐赠到馆藏建设
2022-1-8 16:47
2022 年 1 月 8 日，圕人堂 QQ 群有一个交流话题，从图书捐赠说起，延伸至馆
藏建设，信息量较大，特此予以摘编。 麦子（河滨加州大学） ：我大概每周收
到一次捐书的，但我的接受率大概是 1-2%，一般直接拒绝，客气点的，我会打
过电话解释一下为什么拒绝。如果我不要，我是绝对不愿意收下的，所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707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2.2 群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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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分享 7 个文件。

3.

大事记

（1）2022 年 1 月 8 日，2022 年 1 月 8 日，圕人堂话题聚焦“从图书捐赠到馆藏
建设”，从图书捐赠说起，延伸至馆藏建设，信息量较大，特此予以摘编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20105.html）。科学网圕人堂
专题已有已有 1707 次阅读；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有 362 次阅读，3 人点“在看”，
6 人点“赞”。
（2）2022 年 1 月 14 日 14:30，群成员达 2923 人（活跃成员 397 人，占 13.6%），
在线 1452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7.3%），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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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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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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蓓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