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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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图情会议信息
图书情*：“分享文件 2017 年全国图书馆新型服务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征
文与会议通知.doc 下载。正式会议通知在群文件，请大家自行下载，欢迎广泛
宣传，谢谢！”
芷芸：“http://url.cn/45FQkp5。2017 年全国图书馆新型服务能力建设学术研
讨会征文与会议通知。”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hanna：“http://news.gmw.cn/2017-02/17/content_23746916.htm。即使片纸只
字，也不曾轻视——国图人百余年来从未停止搜求整理敦煌文献的脚步。”
惠涓澈：“http://url.cn/453Vq5K。她是北大才女却抛夫守望敦煌 50 年，做
最好的自己，嫁最好的爱人，此生无憾。”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145 期 2017021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213646-1034293.html。”
天涯海角：“http://url.cn/4591auh。图情轩 | 举一反三，看看图书馆界有多少败
家子？其他行业有木有？”

图谋：“http://url.cn/45AKFwU。全世界最昂贵的十本书。”
广东小*：“@西财图书馆孙*不用自己费劲做了，直接看清华大学图书馆的
就可以了。http://sfx.lib.tsinghua.edu.cn/ej/ej.htm 清华大学电子期刊导航系统。”
Sparks：“http://url.cn/45CgOOC 南开大学教授“打造”全国图书馆评估定
级新标准。”
hanna：“http://url.cn/45CrOQQ 2017 年最新自然指数出炉！南京大学位居中
国内地高校第 2，全球高校第 12。”
论坛刘编：“http://url.cn/45EaPjy。古保论坛│“文献保护与修复”书评值
得鼓与呼。”
1845991041：“我们诚挚邀请您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促进我国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研究’问卷调查，为推动我们身边的公共文化
服务建设，我们希望能得到您的宝贵意见，感谢您的大力支持！若您现居住于农
村地区，请填写农村卷：https://sojump.com/jq/11654218.aspx 若您现居住于城镇
地区，请填写城镇卷：https://sojump.com/jq/11654649.aspx——南开大学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
碧海潮生：“http://url.cn/45EoPts。2017 全民阅读八项号召‘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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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方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5235.html 摘编自：司莉，潘秋玉.国外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文本形态
及内容特征分析——以部分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为例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
（1）：32-39,77.” BSxuyb：“大学图书馆学报的 APP 上已经有全文可以看。”
燕大鄂君：“哦，那个 app 我一直没整明白。”BSxuyb：“大学图书馆学报安
卓版 app 下载网址 http://adls2015.xmulib.org/2015/10/10/196/。http://blog.sciencen
et.cn/blog-213646-1006008.html。根据圕人堂周讯（总第 125 期 20160930)找的。”
图谋：“群文件中 2016 年 7 月上传过，刚才讲文件名改成‘大学圕学报.apk’
（以前叫：dxtsbxb.apk）。”燕大鄂君：“谢谢群主，没有实时跟进群消息，重
要的资源都落下了。”图谋：“关于本人做的摘编工作，主要有两方面的用意：
一是推动图情成果的科学普及，让相关成果更好地受到关注，促进理论之花结实
践之果；二是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内容之一，让《圕人堂周讯》不仅有实时交流产
生的"碎片"信息，还有相对规整的信息。”图谋：“圕人堂建群以来，科学网圕
人堂专题，已有数十篇摘编文字。图谋博客中这样的工作做了十多年，我期待更
多人来做这样的工作。另外一个角度，‘信息摘编’属于图书馆员传统‘职业能
力’范畴。BSxuyb 刚才所做的工作很好，也是理想中的‘圕人堂客服团队’志
愿者的工作内容之一。”
印度阿三：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3&id=12131234 放心吧，
你不具备在互联网中暴富的能力。”
图谋：“http://113.204.229.26:8094/index.html《全球海洋学科发展态势及北
大分析报告》为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订制的海洋学术信息门户。”
圕方丈：“http://m.weibo.cn/status/4077918621825792?wm=3333_2001&from
=1070093010&sourcetype=qq。湖北省图书馆在支付宝‘城市服务’平台上推出
了‘图书馆服务’功能。”
碧海潮生：“http://url.cn/45FkSPy。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问题——制约中国
图书馆整体发展水平的关键性障碍。”天行健：“在简政放权、大幅削减各类职
业资格的大环境下，这个提议堪称‘逆流’哈。”
天涯海角：
“http://url.cn/45Glge2。观点 | 研究生读文献不如读经典教科书。”
图谋：“图书馆数字技术应用发展方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5522.html 摘编自：谢蓉，刘炜.数字学术与公众科学：数字图书馆新生态——
第十三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会议综述和思考[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
（1）：6-10.

图书馆数字技术应用向纵深发展，已呈现三个新的发展方向：从

数字化到数据化，馆藏对象深入到数据层面正在成为图书馆新的业务趋势；云端
化和大数据之后必然带来的智慧化；普遍 2.0 之后造成全方位的网络众包和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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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图谋：“刘欣.我去过的图书馆 54：希腊国家图书馆.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520440-1035387.html。”
广州书童：“http://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7-02/23/c_11205144
82.htm?from=groupmessage#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
1b6d1 车轮上的‘图书馆’让书香飘向更远的地方。”
图谋：“武夷山.金色 OA、绿色 OA 和黑色 OA.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1557-1035448.htmlLearned Publishing（学术出版）杂志于 2017 年 2 月 7 日在线
发表了芬兰汉肯经济学院信息系统科学教授 Bo-Christer Björk 的文章，Gold, Gr
een and Black Open Access（金色 OA、绿色 OA 和黑色 OA）。原文见 http://
www.openaccesspublishing.org/Gold,%20Green%20and%20Black%20OA%20prepri
nt%20versionacr.pdf。黑色 OA 是较新的说法，指的是从学术社交网（如 Mendel
ey、Research Gate、Academia.edu 等）或非法提供学术论文全文的网站（典型的
如俄罗斯的 Sci-Hub）上可以免费下载大量本应交费浏览的学术文章。黑色 OA
还有另一种微妙的表现：文献需求方通过推特搜求特定文献，有时候，该文献的
作者就直接全文推送了，有时候，某热心人在本单位图书馆下载了这篇文献，就
全文上传了。最近三、四年，黑色 OA 的发展非常快，重要原因之一是，通过学
术社交网提交文献全文 PDF 版本是很方便的，而向本单位的机构知识库上传全
文，却得按照机构知识库平台的规矩去做，比如，要分别插入标题和文摘啊，图
形和表格要放在另一个文档里啊，等等，很麻烦。学术社交网内传递的文献，通
过谷歌搜索也可找到，对于读者是很方便的。黑色 OA 的存在，恰恰暴露了目前
主流学术出版模式的严重缺陷，该模式不能满足国际学术研究界的需求。当然，
黑色 OA 不是出路。他认为，应通过收取文章处理费（APC）或其他机制实现 1
00% 的金色 OA，那么，黑色 OA 自然就没有市场了。”
图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媒體與資訊素養五律"http://www.ifii.org.tw/
focus_news_content.php?num=5508&utm_source=Library+Watch&utm_campaign=e
ad3dd924d-Library_Watch_181S&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8b60e53c87-ea
d3dd924d-86931665&ct=t(Library_Watch_181_S1_18_201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
表了媒体与信息素养五律。期望透过信息素养与媒体素养的结合，内化为人们在
21 世纪生活与工作所必备的知识、技能与态度。媒体和信息素养可以辨识出信
息和媒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角色。它是言论与信息自由的核心，致使公民
能够了解媒体和其他信息提供者的功能，并且能够以批判的角度去检核其内容，
让用户、以及信息与媒体内容的提供者得以做出明智的决策。Media and Inform
ation Literacy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media-5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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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media-literacy/mil-as-composite-concept/。”春丽：“图谋推的信息
很新，很好。”栀子花：“ 哦，找到了： CILIP 信息素养组新闻. UNESCO l
aunch Five Laws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February 16, 2017)

谢

谢@图谋 老师提供！”图谋：“我是将自身浏览到的信息，觉得与大家有益的，
随手分享。希望更多成员这样做。”
图谋：“《图书馆报》 2017 年 2 月 24 日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
2017/02/24/A01/355732.shtml。”
being*：“大家好，我是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专业的学生，今年我就要毕业
啦！现在在做毕业论文调查问卷，恳请大家抽出点时间帮忙填写，有条件的话顺
手转发一下吧非常感谢 https://sojump.com/jq/12243435.aspx 用户问卷 https://soju
mp.com/jq/12249558.aspx 图书馆馆员问卷 https://sojump.com/jq/12260714.aspx 电
子书商问卷。”
图谋：“圕人堂的梦想与现实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7056.
html2015-03-25 上述这篇文字写于两年前。当前看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比
如圕人堂发展基金‘逐步争取通过与个人或机构合作获取赞助或捐赠’，2016
年已取得进展，未曾发动面向全体成员的筹资；2017 年已有企业表达了捐助意
向），但距离梦想尚有距离。”
图谋：“http://url.cn/45ItllH。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怎么评？”
17974362：“http://epaper.ccdy.cn/html/2017-02/17/content_196753.htm 小称呼
背后的大学问。”
1.3 你提问，我回答
（1）如何更好地利用国家图书馆的资源？
闽南师*：“求助各位：国家图书馆今年起不再通过高校图书馆批量代办申
请实名的读者证吗？”芬芬：“我看国家图书馆的好多资源只能浏览前 38 页。
请问怎样才能获得更大的权限啊？”星星：“办图书馆证。”碧海潮生：“全面
免费是不可能的，可以注册申请国图用户。”“其实有很多不错的免费 oa 资源
可以加以整理利用的，科学引文数据库填表就可以申请部分免费的中外文 oa。”
凤舞九天：“@闽南师大 libcty 他们的通知上面写的是可以在国图的自助机上面
办理。”闽南师*：
“@凤舞九天 谢谢，有搜索到高校图书馆批量帮读者代办的。”
芬芬：“实名注册的，可以享受部分资源。”
（2）期刊的级别问题
朗月孤舟：“请问：中国科学这个期刊属于什么级别期刊？影响因子好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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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空山：“是中科院的杂志，月刊。”图谋：“关于‘什么级别’，这是
有关机构按照特定需求后赋予的。没有‘标准答案’，可参考：《中国科学》杂
志社期刊 SCI 影响因子再创新高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28739-984782.htm
l《中国科学》杂志社 2017 年期刊订阅 http://www.scichina.com/miniplatform/subs
cription《中国科学》系列、《科学通报》中文刊和英文刊是相对独立的刊物，内
容不重复，英文刊是 SCI 刊物，中文刊是核心刊物。”
（3）推荐图书情报刊物(非核心)
水秀：“比较好的图书情报刊物(非核心的）有几种，谁能帮忙提供一二？”
南图小徐：“非核心就都是省刊，就不用分那么细呀。”Sparks：“新世纪图书
馆。”水秀：“我们单位要报几个刊供大家发表的。”Sparks：“高校图书馆工
作。”gaozy：“大学图书情报学刊。”小洋：“数字图书馆论坛。”Sparks：“四
川图书馆学报。山东图书馆学刊。”远归：
“山东图书馆学刊，还不要版面费吗？”
水秀：“@小洋 这个不是核心吗？”Sparks：“不是。”Sparks：“但做的很不
错。”boson：“河北科技图苑，不收版面费。”远归：“新世纪图书馆、数字
图书馆论坛和高校图书馆工作已是 C 刊的扩展版。”Sparks：“有些期刊和核心
要求差不多了。”
（4）图书馆员的职业倦怠
小洋：“早上说的因为工作没有创新性而产生职业倦怠，我跟一个公务员同
学讲了下，他深表赞同。说自己从事的公务员工作真的没有创新性，天天做表格，
写八股文，比我还倦怠。”“我们在学校里工作的，起码可以接触到学生，活跃
一下。他们当公务员的，天天是文山会海。”难得：“是不是有些图书馆也会有
很多比较有意思和有挑战性的工作？”小洋：“信息检索教研室应该是最有挑战
性的。”燕大鄂君：“反正长期做一个工作就倦怠。”难得：“一直梦想跳槽到
图书馆啊，就怕这点。”Sparks：“在图书馆是幸福的，要珍惜。只有离开的人
才知道。”春丽：“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满哥：“图书馆其实是一个高度跨学
科的组织，各专业都可以在图书馆找到发挥平台啊。所以，图书馆应当也是一个
极好的创新平台。”图谋：“组织氛围很重要。”水秀：“关键还是要有个好领
导。”南图小徐：“图书馆较容易出成果，毕竟小学科，核心刊物多。”
（5）哪些高校开设了创客空间？
一米阳光：“打扰了，请问群里有哪个高校馆设有创客空间吗？或者开展了
类似的活动？。”南图小徐：“上海交大。”一米阳光：“除了上交大呢？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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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高校馆做这个吗？”满哥：“@一米阳光 福州大学图书馆有做。”
（6）什么是移动图书馆？
BSxuyb：“移动图书馆服务，怎样才是达到好的程度捏？”琼琚：“大家
说好才是真的好。”BSxuyb：“怎样才能让大家都说好捏？”annl：“读者需求
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说好了。”广图～林：“@BSxuyb 移动图书馆是什么？
mobile library？业界都叫流动图书馆吧？”hanna：
“应该是手机应用使用图书馆。”
BSxuyb：“现在一般是指可以移动应用的图书馆服务吧？”广图～林：“手机
app 超星有。”BSxuyb：“读者在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上可以使用图书馆的服
务。”广图～林：“超星哥德机。”挂机中：“深圳图书馆的做的好，地铁站、
社区到处都是流动服务站。”山伟勤：“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应该也算，可以实
现检索馆藏目录和续借功能，做的好不好看要看项目招标的公司做的好不好。”
（7）图书馆的岗位设置
hanna：“我们要重新轮岗，新方案大幅缩减传统服务工作人员，增加学科
服务人员。”空山：“多大幅度。”cpulib*：“我们年前改动过了，一线的以老
弱病残为主。年轻人基本都改到二线或信息化中心去了。”hanna：“从人最多
变成人最少。”cpulib*：“领导也不在乎一线怎么样了。成天逼二线出成果。”
BSxuyb：“那也不至于从人最多变最少吧。”cpulib*：“单个部门来说还是最
多，但是确实比以前减少 1/3，且老弱病残退为主。估计 5 年内再退休 1/3，都是
一线的，图书馆没有进人计划。”BSxuyb：“所以目前领导的思维是打算寻找
机器代替人工的解决方案？”hanna：“@BSxuyb 我们是大部制，业务部门一共
就三个。”DFLIB：“我们也准备自助借还系统了。”hanna：“选岗 78 个。”
cpulib*：“选岗都是要与部主任商定好的，否则，就很乱。”
（8）投稿指南平台功能
”西财图*：“@豆洪青给细讲一下您们的投稿指南么？”豆洪青*：“我们
的投稿指南系统是跟公司合作，价格也不高。可以根据主题进行期刊自动匹配、
每个刊都有具体投稿指南，学科划分等。”西财图*：“哪家公司做这个啊，方
便介绍下不。”豆洪青*：“南京大学下的一个公司做的，乐致安。”广东小*：
“@豆洪青 这个好呀。”西财图*：“我用了一个寒假，查了查我校指定教师发
表的等级期刊，在学校购买的数字资源里能否看得到全文，答案是不能，而且很
多刊，老师找不到投稿信息。”西财图*：“知网收录的，在知网上确实能查到，
外刊分散于各出版商。”豆洪青*：“其实，wos 平台也提供了类似的功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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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学科划分。最重要的是，他们做了大陆作者发文的一个情况。” 西财图*：
“endnote 不是文献管理软件么。” 豆洪青*：“有一个期刊匹配的功能。建议
还是一站式投稿服务平台好些，让老师自助服务。” 海边：“ESI 的期刊目录，
有没有期刊网址？各个期刊的官网链接？”豆洪青*：“批量下载下来的，没有
期刊网址。”海边：“现在学科建设，还是得在 ESI 期刊上多服务。”豆洪青*：
“其实如果熟悉的话，直接在数据库中找到该刊，链接到官网上去。”豆洪青*：
“所以，我们的投稿指南，要求把期刊所在学科属性展示。”海边：“还是自己
针对本校学科建设要求做好。”
（9）RFID 在一个馆，可以同时采用两种定位方式吗？
豆洪青*：“请教：RFID 在一个馆，可以同时采用两种定位方式吗？绝对定
位与首尾定位。”gaozy：“@豆洪青 暂时没有听说，不是说一本书随意被搬到
哪里，都能适时跟踪。”豆洪青*：“我想在密集库与流通库采用不同方式。”
豆洪青*：“把原计划的密集书库，定位为馆藏的动态调节库，二者图书可相互
流通。”gaozy：“相互流通的结果就是馆藏地点变化了，那相应的数据需要改
动。”豆洪青*：“所以希望两种定位方式能并存。”gaozy：“目前我不掌握类
似的动态。我理解的，应该是做不到的。”豆洪青*：“密集库的图书借阅后，
归还后直接进流通库流通库需要倒架时，直接下到密集库去，采用绝对定位的方
式。不然的话，二者分割开来，密集库的书真的要死在架上了，而且要重新加工。”
gaozy：“可以做比较简单的操作，那就是密集库要委托借阅。”cpulib*：“还
有，图书馆全部开展 RFID 了？总感觉这东西不适宜全面使用。”豆洪青*：“密
集书库采用绝对定位的方式，大流通采用首尾定位的方式，这种方法，对 RFID
公司来说，技术上是否可行。”印度阿三：“就是两个库倒来倒去，直接采集架
位不就行了。”豆洪青*：“相应的管理，是另一回事。”cpulib*：“我们馆今
年也投入五百万做 RFID。学校批了经费，新的信息化管理处负责。”BSxuyb：
“哦，新的信息化管理处是图书馆的部门吗？”cpulib*：“我们与信息中心合并，
图书馆只剩读者部，资源建设部和咨询部了。”印度阿三：“肯定不是。”小洋：
“相当于把电子资源部分交给信息中心啦。”海边：“投入五百万做 RFID？我
们买中外数据库总共才 300 万都不到。”豆洪青*：“一本书加工需要近一块钱。”
豆洪青*：“说明馆藏多呀。”BSxuyb：“@cpulib2009 合并之后对图书馆的工
作有啥影响吗？”cpulib*：“有哦，图书馆逐步边缘化了。”
（10）读者在阅览室外走廊大声朗读背书，有什么好办法加以引导？
空山：“读者在阅览室外走廊大声朗读背书，有什么好办法引导。”远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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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xuyb 南农郑德俊教授做过这方面课题研究，可参看其课题研究成果。”
寒潮：“@空山 我馆之前也是。我们召开了一个读者座谈会，分析利弊，然后
开辟了有声朗读的区域。情况得以好转。”远归：“图书馆内书声琅琅，现在已
经麻木了。宝宝们心里苦，难得能在人多的地方喊喊，就让他们喊吧。”
（11）SD 数据库访问类型（access_type）字段中赠送与免费阅读的含义
图谋：“SD 数据库访问类型（access_type）字段，除了订购与非订购之外，
还有 Complimentary（赠送）、Free to read（免费阅读）字段。其准确含义不太
清楚。Complimentary 是否指可浏览、可下载？‘Free to read’是否指只能浏览，
不能下载？特此求教，谢谢！”闽农林*：“个人理解：赠送应该特指那些专家
或学者捐赠的图书吧？免费阅读应该可以支持下载。@图谋 。”徐徐清风：“@
图谋 SD 数据库中 Free to read 类型都是 open access 文献。Complimentary 类型的
少量是 open access 文献。两种类型都可以浏览和下载。”
1.4 图谋淡出圕人堂
图谋：“@全体成员

各位成员，由于图谋遇到一些状况，今后可用于圕人

堂志愿服务的时间非常有限，需要逐渐淡出圕人堂。圕人堂今后如何运行？暂无
良策。在过渡期，恳请谅解与支持。谢谢！”暖阳：“大家群策群力，支持群主。”
图谋：“谢谢大家关心！家中有长辈得大病，需要长期治疗，圕人堂这块分身乏
术。我自身的问题需要我自身去面对。这些年，我在圕人堂这块投入了较多的时
间和精力，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希望圕人堂能持续运行下去。”国企图*：“@
图谋 图人堂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之余的学习地了。”惠涓澈：“我们也都要有保
健意识，群主心放宽，坚强面对，祝老人早日康复。”贵州省*：“感谢群主多
年奉献付出！家人也很重要，祝老人早日康复。”鲲鹏展翅：“感谢图谋为图书
馆搭建了一个业务交流平台，愿长辈早日康复，多保重！”悦览树：“非常理解
群主此刻的心情，我也知道生老病死是正常规律，可是轮到自己面对时，就是痛
彻心扉。所以有父母的都珍惜吧。群主坚强起来，祝老人家早日康复。”潘志*：
“感谢群主一直以来的无私奉献，祝老人早日康复！也请群主自己多保重！”印
度阿三：“我一直认为回家有爸妈叫和回家有人叫爸妈是最幸运的人。” 子非
鱼*：“ @印度阿三 你这句话看得我泪流满面，老爸刚走了，回家再叫爸没人
答应了。”豆豆：“感谢图谋为图书馆搭建了一个业务交流平台，愿长辈早日康
复，多保重！”诲人不倦：“道理都懂，但事情摊到自己身上，仍然会有一个煎
熬、挣扎，痛苦、无奈而接受的过程。”远归：“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无
论谁当摊上事了，都不轻松。”印度阿三：“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家挑担压断脊。”
gaozy：“确实如此。生老病死自然规律，对老人来说，自然规律一旦来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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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祝愿老人能少受折磨，早日解脱。也祈祷自己在面对的时候，能多一份从容。
世事多艰，人生不易啊。我们携手，互相勉励祝福吧。”芷芸：“@子非鱼！~ 一
样啊！看到这些信息，伤到痛处。”
1.5 企业图书馆及其图书馆员的状况
雨过天晴：“高校很多专业萎缩得厉害，招不到学生，教师工作量不饱和，
几乎面临下岗。到图书馆是她们非常好的选择。”Sparks：“相对工作环境来说，
图书馆确实安逸、舒服。”燕大鄂君：“各有各的好处吧。如果谈到机会，还是
学院多。如果是搞研究，还是在图书馆吧。到院系都得是博士。”国企图*：“要
想搞好图书馆应该要求馆员在具备图情知识基础上再具备其他辅助技能。”天涯
海角：“现在有计算机硕士考图情学博士的，很符合图书馆用人需求。”小洋：
“对，图情博士导师很喜欢这类人。”陈*：“一般学计算机的硕士选择面很广，
不会想来图书馆发展吧 。”Sparks：“主要现在出成绩快的偏向技术。”cpulib*：
“图书馆进其他部门还是挺难的，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招聘也是形式。”碧海
潮生：“现在学历都提高了，基本上都要硕士学历啦。”cpulib*：“图书馆都很
少进人了，硕士不进编了。”碧海潮生：“嗯，都实行聘用制了。”豆洪青*：
“今年宁大会继续招聘事业编图情专业毕业生。”
国企图*：“@蓝鲸大学·沈奎林 @gaozy 大学或事业单位可能不会。”国
企图*：“但是规模不大或不是独立部门就是这样，例如:企业，中学等。”空山：
“国企也有图书馆啊。”国企图*：“只是具备专业的人很少。”“是呀，领导
重视自然就会有。”空山：“哦，那和公共图书馆有何异同。”国企图*：“企
业图书馆有其自身特点，除了面对读者为职工（分为技术人员和机关行政）类别
明确，常规图书馆工作外，更多的是信息情报工作。”碧海潮生：“企业图书馆
不容易进吧。”gaozy：“@国企图馆员 做竞争情报工作？”国企图*：“将单
纯的借阅，融入信息分析或信息挖掘。对专业性要求还是高。文献资源建设应该
都面向生产一线吧，馆藏倾向生产应用类吧。”碧海潮生：“@国企图馆员 做
竞争情报？数据挖掘？”国企图*：“@gaozy 嗯，企业图书馆不像公共图书馆，
它需要将软实力转化为助攻力，不能单纯的做传统图书馆工作，更多的是要盘活
书中信息，数据，为公司领导层提供决策参考服务。”星星：“国企不都有信息
战略部吗？还需要图书馆？”海边：“员工也需要文化阅读活动，必须有。”国
企图*：“信息战略部他们在某些生产技术或产品开发方面，与其他对标企业有
很多信息分析，但有很多信息搜集，整理，分析技巧方面还是有点差别。”“这
要看公司领导对信息工作的认识，有些就认为图书馆就是针对职工，借阅书刊，
做传统业务，有些领导就认为应该结合图书馆馆藏资源，挖掘隐藏信息，在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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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图书及数字资源中进行专题研究，将散乱的知识变为有序，集中地整理，
分析。就是做知识管理。”碧海潮生：“@国企图馆员 在目前的企业里，能有
如此卓越远见的领导不多吧？”国企图*：“@碧海潮生 是的哦，所以很多企业
都只是成立资料室，而没有专门的图书馆，甚至信息工作也是分散进行，各自为
政（我所在企业也有这种现象），大家都搞信息，但是规范性及内容及时性很差。”
海边：“这样的公司很需要竞争情报专业的学生吧。”国企图*：“所以我们一
直在争取能明确规范，统一信息渠道，建立一个知识管理系统。”海边：“你们
用什么软件系统来做工作？”国企图*：“@gaozy 我当时也是觉得这样的领导
值得我跟随的，而且他的思想很创新，所以毅然留在那里跟他干，就算没能成功
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海边：“其实，高校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目前双
一流建设，数据和校外信息的渠道、内容都比较乱。图书馆，学科办的，校办的，
科研处的，二级学院的.....”国企图*：“@海边 作为领导肯定希望专业的学生
来，但是也要受外力干扰（如:国企通病，人员分流解决或关系户），这要看领
导的魄力了。”海边：“高校图书馆同样有这个现象，不仅国企。比如，一线教
学人员，被‘下放’到图书馆。或是博士家属安置点。”国企图*：“@海边 我
们是想借助数字档案系统，对其升级为知识管理系统，将图档情三者结合起来再
充分结合企业内部自我积累的信息。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图书馆专业人员越来越
少了，对外招聘也很少的原因。基本都是内部化解，只是有无编制。”海边：“企
业经常招聘，为什么不招专业的图书馆员呢。企业不会象高校那样需要把人员化
解到图书馆吧？”星星：“也许是这位馆员自己对未来国企的畅想。”国企图*：
“@海边 一是目前很多企业没有专门图书馆（最多是资料室），二来企业安置
内部员工渠道，三是高层领导不重视，部门领导也是没想法。我们馆长都换了几
个了，由之前的专业图情出身，到现在非图情出身的，做事对图书馆的思路发展
思考及想法，人员变动等，我明显感觉不一样。目前图书馆分新老两个，藏书有
30 多万册，数字资源主要有维普，超星，标准及另外 2 个专业数据库。新图书
馆分书刊阅览室和电子阅览室，图书馆职能是传统业务加信息工作，目前人员组
成:一般图书管理员，信息专题小组，一般管理员大部分已经不是图情出生的，
都是其他部门调来或内部安置，信息专题小组由生产专业技术人员图情专业学
生，计算机类人组成。公司副总进行分管，但是最近一年国企改革，变化还是很
大。”海边：“这样看，你属于信息小组的。馆长是专职的吧。这位副总还管公
司哪些分工？对图书馆关注力如何。”国企图*：“@星星 作为我本人来说是希
望招图情专业的学生，但是现在的馆长根本不了解图书馆，正在缩减图书馆各类
业务，他觉得图书馆就是借阅。”海边：“如果你想突破目前图书馆的专业服务
层次，也许主动与战略发展部门的情报信息小组进行合作，是一个提高图书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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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路子。”国企图*：“原来的几个馆长要不被其他单位挖走了，要不就是
调到企业核心部门，图书馆专业人员也在逐渐流失，被其他人员所代替，一下就
萎缩了。”海边：“再这样下去，会不会成为工会的一个附属机构了。”国企图
*：“@海边 我也快被新馆长重新安排工作内容，真正专业人员将不再从事图书
情报工作，而是打杂的。”海边：“要搞好图书馆，关键在馆长。而馆长的任命，
又体现了公司对图书馆的定位。”国企图*：“所以企业图书馆发展由馆长+企业
发展共同决定的。”图米：“国家对职工图书馆有鼓励。真的对企业有帮助，企
业才会有重视，如果只做样子做表面工作是不行的。”远归：“任何事情都在事
在人为。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多做上一些对组织、团队和服务对象发展有益的事，
价值就会在无形中体现出来。自己也会找到存在感。”gaozy：“@图米 都是讲
讲的。企业盈利才能生存，对他们来说，更多的人员就是更多的负担，而且特别
明显。所以，企业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压力比高校图公图大得多的多。事业单位
待久了的人，都比较简单，讲的都理想，但现实不是这样。”
1.6 热议“生均图书”指标的修订
图谋：“据《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 年第 1 期朱强主编新年寄语中透露：
‘协助教育部规划司完成《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中‘生均
图书’指标的修订，与时俱进地将电子图书纳入统计范围，高等学校教学评估指
标体系也将做相应修改。’具体修订成什么模样？期待知情者分享。”水秀：
“‘生
均图书’指标的修订？”水秀：“会增加吗？”图谋：“不了解。”广东小*：
“电子图书的计量是一个头疼的问题。”水秀：“是啊。”扣肉：“一样也是按
册啊。”图谋：“不知道是狭义的电子图书，还是广义的电子图书，比如电子期
刊、电子学位论文等如何计量？”莲雾：“之前听说过这事，有一个百分比的问
题。”莲雾：“是狭义的电子图书。”扣肉：“从电子图书这个词来说，一般认
为是与印刷图书同一版式和内容的图书。”扣肉：“可以是直接数字出版的，也
可以是后来扫描的。”莲雾：“生均 100 册，年生均进书量 4 册，这个不变。”
扣肉：“指统计可供使用数据库中所包含全文电子图书和期刊以及按单册挑选订
购的电子图书和期刊的数量；其中电子图书 1 种算 1 册，中文电子期刊每种每年
算 1 册，外文电子期刊每种每年算 2 册，不同数据库包含的同种书刊分别计算。”
莲雾：“电子资源一种算一册，中文期刊一年算一册、外文期刊一年算二册。电
子资源只能占总量的 40%。”图谋：“当前在做 2017 年预算，某省属地方本科
院校 1.9 万名学生，按生均 3 册，需要买 5.7 万册图书，约需 228 万元。不堪重
负。重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经费方面，二是存储空间方面。”天外飞仙：“图
书经费只是简单问题,但是空间的问题才是大问题。”豆洪*：“如果已经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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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学生当量来算 3 万人，每年新进图书量是 12 万册。这样一折算，中文期刊一
年算一本，基本上每年更新的中文刊都算，那就是 8000 本左右，外文电子期刊
算 1.5 万种，那就是 3 万册。新书购入量大概是 8 万册，共 320 万左右。”印度
阿三：“没地方放。”天外飞仙：“一个学校,200,300 是一个小数字,但是放这些
书空间才是大问题。”天外飞仙：“不是 200,300 万能搞定的。”豆洪*：“这
样维持一个正常一本大学的话，一年经费 800 到 1000 万就能搞定。”广东小*：
“@豆洪青

不管学生多少，当年购书 9 万册就达标了。”

1.7 关于馆藏剔旧的讨论
让子弹飞：“图书馆为什么不剔旧呢？”天外飞仙：“剔旧的书也要地方放
呀。”让子弹飞：“剔旧怎么会要地方放？那还是剔旧吗？”天外飞仙：“国有
资产,你能怎么办?”让子弹飞：“那是资产处的问题。”让子弹飞：“剔旧，就
没了。”天外飞仙：“如果真的剔了,就不算学校资产了。”空山：“@让子弹
飞 这个，不容易。”豆洪*：“个人认为，剔旧是没必要的。”天外飞仙：“所
以现大家做的剔旧，最主要是找一个地方存放起来。”让子弹飞：“不容易，是
因为没有愿意去做。没有人意识到剔旧的重要性。”印度阿三：“存完之后呢？”
豆洪*：“虽然我们有各种定律各种原则，但现实中，图书的价值与使用并不一
定相关。”天外飞仙：“@让子弹飞 办学指标中有说明，不是想剔就剔的。”
cpuli*：“旧的标准是啥？”让子弹飞：“有说明不能剔旧？”空山：“@让子
弹飞 可能不是的，做也得有依据。”天外飞仙：“剔了，图书馆的书就少了，
生均能到 100 册。”图谋：“难得糊涂。”豆洪*：“很简单，我记得当时读书
时，书库里有大量文革图书，在改革开放时期，这类图书看起很不合时宜，也没
什么用。”印度阿三：“可以剔，要有依据。”豆洪*：“但现在回头一看，这
部分书剔除太可惜了。”印度阿三：“我们年年做。”天外飞仙：“书无论利用
率的多少，都有存在的道理。”天外飞仙：“文物老旧，没有说把文物剔除了呢?
还要想办法保护。图书也是一样的道理。”空山：“剔旧不能一概而论，得有个
原则尺度，空间也是问题。”boson：“美国的做法是成立文献保障联盟，低利
用率的图书存到保存本的书库。像加州大学就参加了许多这种联盟。”图谋：
“很
多图书馆将该做的事情给赖掉了。比如：一本书复本成百上千册；并校办学，不
同历史时期不同办学层次图书‘兼收并蓄’、‘兼容并包’。这类问题比较典型，
很多高校馆不同程度存在。”天外飞仙：“不从制度上改变,图书馆都有放不下
的一天。”
clf：“留着吧，图书馆还是需要旧书的。数字资源上，图书馆难有作为，基
本上就购买吧。前不久说国家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可以使用，那未来万一只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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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字资源中心，图书馆没有旧书，没多少可做的了。”天外飞仙：“但是事实
大家不敢。”空山：“国有资产。”豆洪*：“没有保存，哪来的历史馆员不能
决定一本书的生命价值。”图谋：“该剔除的留下来是浪费国有资产。当前这个
浪费很严重。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是走极端。”
让子弹飞：“我很不理解，比如高校里有不少计算机，也是国有资产，单价
比图书单价高多了，不也注销了？为什么计算机可以，图书就不可以了呢？”图
谋：“还是事在人为。”印度阿三：“计算机作为国资有报废的年限规定，而图
书没有。”广东小*：“计算机过了多少年就用不了了。现在百年前的书都还有
人看。”闽农林*：“我们是六年，但是实际上我手中还有十年前的电脑没有报
废！”挂机中：“我们馆前几年上 RFID 加工书的时候，我还见过收音机修理的
书。一样贴个标签，浪费 1 块钱。”gaozy：“@挂机中 密集书库几十万册图书
都贴，那你说浪费多少钱呢。”挂机中：“馆藏量要每年增加的，不愿意剔旧。”
让子弹飞：“一个从不剔旧的图书馆是守财奴图书馆。”豆洪*：“收音机、计
算机操作，因为我们都知道，所以才觉得过时，没用了，要剔旧。如果是数学或
其它专业的图书呢？”挂机中：“有些书越老越值钱，有些过几年就是垃圾了。”
让子弹飞：“这个就是外行只看数量出来的后果。”燕大鄂君：“书是承载知识
的，要说剔旧，可能一般人接受不了吧。”让子弹飞：“用旧书来充数。”燕大
鄂君：“是啊，每年买新书的经费也是有限的。”让子弹飞：“和剔旧是二回事。”
燕大鄂君：“前面的剔旧了，总数增的不多怎么行呢。”挂机中：“片面追求馆
藏总量，不看馆藏质量。”豆洪*：“一个图书馆正常发展的情况下，采购的图
书，采访人员都应该是选择过的。”让子弹飞：“@燕大鄂君 不要管一般人，
先看从业人员、专业人员的观点，总不见得专业人员被无知者牵引吧。”
图谋：“馆藏剔旧势在必行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336504.html
2010-06-18 馆藏剔旧是提高馆藏质量的重要手段。图书馆一般会定期剔旧，去除
利用率低、没有保存价值的文献，达到节约空间、提高文献资源的利用率的目的。
馆藏发展是图书馆为读者服务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馆藏剔旧是图书馆重要的基
础业务工作之一。希望本文有助于引起图书馆界的决策者与建设者关注。”闽农
林*：“剔旧都有规定流程，只是很多时候，不是你想剔旧就能剔旧的。”让子
弹飞：“所以，专业失声恐怕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偷鸡拔*：“@让子弹飞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2004〕每年生均年进书量(册)有要
求的。”扣肉：“主要是因为剔旧的时候，固定资产销账很麻烦。”闽农林*：
“一旦涉及国有资产管理，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让子弹飞：“@偷鸡拔蒜苗
对的，那只是说的新进图书，没有说同时不能剔旧。”扣肉：“剔旧是根据书
籍破损率进行的，但是固定资产大部分是按固定资产入账时间一批做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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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资产处如果要做资产贬值的话，手续很复杂。资产管理，受到会计准则的限制，
比较麻烦。无论是资产管理部门还是财务管理部门，都不愿意给你弄。实际上，
固定资产损耗，是固定资产管理的重要步骤。”广州书童：“去年我们刚刚弄了
一个全市通用的剔除管理办法。”印度阿三：“只按形式。”扣肉：“剔除的话，
首先要有数据作为基础。先在系统中列出借阅次数大于多少次的副本。然后下架
后评估是否适合流通。”让子弹飞：“应该这么说，不可能剔旧完美无缺。”挂
机中：“所以说剔旧也要很专业才行。”扣肉：“作为流通本，剔旧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纸张破损无法修复的，一种是零借阅率的。”碧海潮生：“未被借出的图
书不代表没有被阅览。”图米：“现在没读者不代表以后没有。”扣肉：“现在
普遍情况是，高校馆买的无用书太多。”图书采选：“在专深、前沿的只是查阅
就够了。”扣肉：“阅览本、流通本、保留本评价方式不一样啊。”图书采选：
“现在的文献量大、个人时间精力有限、图书内容攒的很多，个人有一定的知识
积累，没有必要重复自己掌握的东西。”扣肉：“从使用效率的角度来说，如果
你有三个流通本，肯定是先就着其中一个流通本用，剩下两本比较新的。这样万
一阅览本被翻烂了，你还有可以把一本比较新的流通本变成阅览本。”图书采选：
“是典藏和管理的问题了。当然采访尽力关注使用率高的图书，不断补充一些复
本。”扣肉：“流通和采访，要多沟通。”让子弹飞：“图书馆买的每一本书不
可能都有人借，评价采购是否恰当不能以实际借阅来衡量，尽管这是重要的事后
参考。”豆洪*：“我们常年排在第一位的是一本方言图书，本校一位老师写的。”
广东小*：“借了的不一定是被看了。看了的也不一定被借。” hanna：“支持
剔旧，虽然现实中很少有馆在做。豆老师说的也有道理。剔旧对专业要求太高，
需要超越时空，注销又麻烦，于是就拿文件当借口了。” 中原劲草：“复旦剔
旧有少部分是破烂的只剩一小部分的残缺書，多数还是品相比较好的，而且很多
工具书都是文史研究必不可少的，甚至有一整个院系资料室的书都剔除了的，编
目时见过一本民国时期木刻的书，纸张有点破了，版本价值还是有的。”
1.8《学术型图书馆馆员如何启动数字人文项目》一文引发的思考
论坛刘编：“《图书馆论坛》数字人文栏目的作品，新工具，新视野，好玩。
‘数字人文’并非那么高大上，都可以玩，馆员如何玩？下文就是路径。《基本
原则与关键问题：学术型图书馆馆员如何启动数字人文项目》/肖鹏等”gaozy：
“图书馆内不乏真的技术精英。但大多数都是执行或充当图书馆与技术厂商的
‘中间人’。内培和外引‘技术人才’在图书馆中难度都是非常的大。”云出岫：
“当前的图书馆管理模式下不适合真正的技术人才生存。技术是为领导决策服务
的。所谓的‘技术人才’归根结底就是个执行层面的工具，不能出格，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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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生存。”月夜：“我感觉肖鹏的这篇关于数字人文的文章很难懂，读起来费
劲。”论坛刘编：“肖鹏博士的论文，关键意思是：1，馆员都可以玩数字人文，
不要望而生畏；2，由于很多馆并未开展该项业务，数字人文研究与本馆的资源
为依托比较好，这样，玩的时候，应与工作保持平衡，不要影响工作，招致单位
的批评；三是要掌握一些工具，熟悉一些技术。四是做到一定的时候，促进馆里
支持，从馆里层面来推动数字人文研究。”月夜：“对于技术菜鸟级馆员来说，
很难懂了。”论坛刘编：“肖鹏的文章，比较贴心。”月夜：“他使用好多术语，
对于看惯大白话的人来说，难以理解。”论坛刘编：“实际上，新一代馆员，都
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了，因为他们是技术的一代，学校教育与自己的生活都有一些
技术训练和使用经验。学术交流，用学术语言当然好些，这样，就有共同的话语，
不产生歧义。”月夜：“我们是做一线读者服务工作的，这些事情，自然距离我
们比较远了。”论坛刘编：“但如果是面对公众，就需要进行语言表达的转换。
不过，肖鹏博士的文章，是在学术平台上进行讨论，故使用的是学术语言。在哪
个岗位干，有关系，但并非就是最关键的。关键是有兴趣，有心，愿意探索，愿
意付出。数字人文提供的是新的学术参与机会，且与这个时代甚至未来不脱节。
我个人理解，作为信息社会的一环，图书馆及其从业者，只有紧跟潮流，才能浩
浩荡荡。”“智能技术的一日千里，会使很多行业的从业者产生焦虑。毫无疑问，
图书馆从业者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被体制包裹，不会向市场上的从业者那样缺
乏兜底。这个时候，我们得考虑自己以后如何守住岗位？甚至考虑，我们的后人
该如何找到吃饭的地方？”月夜：“简而言之，数字人文就是图书馆古籍特藏的
数字化，是不是这个意思。”井水：“刘编说的对包括现在的读者都是混合阅读
一代,Ict 技术是必须掌握的，如果馆员自己都掌握不好，何来为读者服务，可替
代性强的工作什么人都能做到的。”月夜：“或者说，是历史、 中文等人文学
科的数字化。例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做成数据库。” 井水：“Ict 只是一种技
术关键是要看它如何嵌入到合适的社会场景！除了非物质遗产其实更重要的是根
据读者需要将线下服务整合推送，将公共文化投入形成实在的社会效益。”月夜：
“肖鹏论文中这一句：STEPHEN RAMSAY 有一段话经常被引用，这段话巧妙地
将学术型图书馆的历史传统与数字人文趋势联系了起来：
“在所有的学术探索中，
数字人文研究，重拾了古代图书馆的精髓，它追求的是形式多样的呈现，知识的
组织，技术的交流与传播，并致力于创造学术研究的可用工具。同样，也是追求
让亚历山大图书馆，帕加马图书馆，孟菲斯图书馆，中世纪的修道院图书馆 焕
发生机。除此之外，数字人文本身就是一项学术活动。 这段话描绘了图书馆员
对数字人文的美好愿景。”燕大鄂君：“现在数字人文的论文不少。数字人文，
简单的说，我自己理解的，就是用数字技术，比如可视化啥的，应用到传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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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就特色馆藏而言，可以将文献重新挖掘，分析。”书图同归：“由人文计
算到数字人文，感觉人文的气息变浓厚了。”月夜：“就是说，图书馆的特藏现
在成了宝贝了，它是数字人文的重点，也是图书馆未来核发竞争力之一。比如黄
鹏程用可视化技术分析明代诗人的籍贯。或者用计算机技术来复原兵马俑。”
boson：“《论坛》里的文章是数字人文的一个方向。就是用数字技术来搞人文
学科的研究，比如有人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分析金庸小说，得出什么结论之类的。”
燕大鄂君：“boson 说的有道理，特色馆藏数字化，还没有到数字人文那一步，
数字化后还要分析研究。”月夜：“数字人文应该是引入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传
统学科。”燕大鄂君：“其实早在 2014 年，国内就开过这样的会，大范围引起
关注大概是 16 年的事儿吧。”月夜：“比如西安事变数据库，敦煌学数据库，
都算是特藏数字化了。”boson：“这里主要指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这些
学科传统上认为不是‘科学’，和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都不一样。
不是普通自然科学的方法。说是科研第四范式也就是数据密集型科研的引入不知
是否合适。”
1.9 圕人堂成员不宜通过“群邮件”发送调查问卷
图谋：“关于通过圕人堂成员通过‘群邮件’发送调查问卷，确实是不合适
的。可以在大窗中发送一下，由成员自愿填写。”“‘图书馆电子书借阅政策内
容的调查分析（分 211 高校用户问卷、211 高校馆员问卷和服务高校的电子书商
问卷三种类型）’，该问卷已屏蔽。”“群成员中可能的‘调查对象’比例不大
（个人认为可能不足 1/3），但所有人都收到该邮件，而且后续的回复，给所有
人造成困扰。公共图书馆社会合作调查问卷’这个问卷目前是到 97 楼。该邮件
当前亦予以屏蔽。”“如何发挥好圕人堂平台社会调查方面作用？期待有志愿者
推进。”being*：“多谢群主提醒，其实我本来并不知道有发群邮件这个功能，
也是受到在我之前这个问卷的‘启发’，每天都收到的邮件我以为是问卷发起者
重复发的，现在才发现只要有回复就再发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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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学科点图书资料情况填报有感
2017-2-23 15:19
硕士点申报，申报书中有一页内容“VII-2 本一级学科点图书资料情况”，包括：
馆藏总量（万册）、中文藏书量（万册）、外文藏书量（万册）、中文期刊（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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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期刊（种）、数据库（种）、中文电子图书（万册）、外文电子图书（万册）、
中文电子期刊（种）、外文电子期刊（种）。需要进一步列清单的有：订购 ...
151 次阅读|没有评论
图书馆数字技术应用发展方向
2017-2-23 10:54
摘编自：谢蓉，刘炜.数字学术与公众科学：数字图书馆新生态——第十三届数
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会议综述和思考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1）：6-10. 图
书馆数字技术应用向纵深发展，已呈现三个新的发展方向：从数字化到数据化，
馆藏对象深入到数据层面正在成为图书馆新的业务趋势；云端化和大数据之 ...
165 次阅读|没有评论
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方向
2017-2-22 09:15
摘编自：司莉，潘秋玉.国外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文本形态及内容特征分析——
以部分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为例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1）：32-39,77. 司莉，
潘秋玉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发布的 2015 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 50
名大学的图书馆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阅读 29 份战略规划文本中关于“战略目
标”“ ...
295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7 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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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通过圕人堂成员通过“群邮件”发送调查问卷是不合适的，可以在大窗
中发送一下，由成员自愿填写。如何发挥好圕人堂平台社会调查方面作用？期待
有志愿者推进。
（2）2017 年 2 月 24 日 14:00，群成员达 1879 人（活跃成员 370 人，占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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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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