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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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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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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

（1） 圕人的纪念与传承
图谋：“圕人堂对圕人的纪念与传承亦是‘大事’之一。朱斐先生的讣告。
耄耋之年 赤子情怀 ——记东南大学离休老干部朱斐老师 http://news.seu.ed
u.cn/c0/83/c5513a49283/page.htm。离休老干部朱斐第三次向学校捐款十万元
用于资助贫困学子 http://lgbc.seu.edu.cn/2016/1115/c17170a175755/page.
htm。王 洁，严愿平，王闻箫.喧嚣中的别样恬然——访东南大学前图书馆馆长
朱斐老师.http://lgbc.seu.edu.cn/87/f5/c3503a34805/page.htm 。朱斐老师
1927 年出生于浙江省建德县，曾任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机械系总支 书
记和图书馆馆长等职。从他 1946 年踏入东大学习的第一天起就和东大结下了不
解之 缘。朱斐老师 1952 年始在东大工作，几十年来，朱斐老师无论在哪个岗位
都兢兢业业为东大的建设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1988 年朱斐老师离休后，
为整理校史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汗水，他翻阅了 40 余年的旧报纸、几百本书、
千卷档案，抄写了 80 万字，整理出 40 万字的珍贵文稿。朱斐老师时刻关注着教
育事业的发展，贫困生因为经济原因导致无法将全部精力用到学业上的状况也时
刻牵动着朱斐老师的心。2006 年，值东南大学机械系 90 周年系庆之际，朱斐老
师与爱人孙绎将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10 万元捐献给学校，设立了‘朱斐孙绎奖学金’用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解除学生的后顾之忧，激励他们学
业上积极进取，创造佳绩。”
（2） 群文件的利用与参考文献著录
图谋：“近期单单是咨询参考文献著录格式的就有多人。群文件中就有 201
5 版标准，自己找来看一下就好。群规范为指导框架，成员自服务，这种模式较
好。”biochem：“不同期刊文献的著录格式不尽相同，按期刊要求著录即可。”
图谋：
“中文图情类期刊执行该标准的情况较好，参考价值较高。” gaozy：
“对。
但同时要注意到，目前的标准有个字母 T，也就是推荐标准，各期刊可能会有一
套自己的规定。毕业论文撰写，投稿等都可看看模板，这类问题，归因还是个人
信息素养太低。群主的角色主要是搭台者之一，唱戏靠大家。圕人堂营销目的可
表述为:提升圕人堂关注度及参与度，更好地实现圕人共知共建共享。理想状态
是群成员的"口碑营销"。有点遗憾的是，成员间互动交流未能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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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圕人堂须知
图谋：“圕人堂‘链接’圕人博客、微信等精华信息。样式：（1）作者.
题名.网址（附简短介绍效果更好）；（2）进一步整理的信息（样例参见前述：
走近图书馆智能机器人）。此外，圕人堂‘链接’学术期刊等文献，样例参见：
王宗义：关于当代图书馆活动的思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
6-1051488.html 。上述形式是圕人堂成员关注与参与圕人堂交流的重要方式。
除了大窗发言，关注与参与的方式有许多。比如，还可以通过群文件、群相册等
分享信息。圕人堂 QQ 群常见问题（FAQ）解答.http://blog.sciencenet.cn/bl
og-213646-854752.html 。圕字音‘团’义‘图书馆’.http://blog.sciencen
et.cn/blog-213646-793346.html。” biochem：“圕人堂群等级头衔，依次为：
观员、惯员、馆员、灌员、管员、冠员。这是圕人堂风格头衔体系。圕人堂虽以
冠员为最高等级，但以观员为尊，理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 图谋：“各
等级因积分变化会相应产生变化，非‘终身制’。等级头衔更多的是“娱乐”功
能，亦供制定激励办法参考。”

（4） 圕人堂“世界艺术鉴赏”知识竞赛活动
图道：“ 为了便于圕人堂成员了解我国优秀的艺术文化传统和国外的经典
艺术成果，培养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提高文化艺术素养，
联合 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于 2017 年 5 月 8 日至 5 月 18 日举办了‘世界
艺术鉴赏’知识竞赛活动。总计收到答卷 164 份，其中有效答卷 127 份。根据答
题分数和答题时间，综合评选出的奖项名单，现将获奖名单公布如下：一等奖（1
名）：黄珊二等奖（3 名）：杨秀，邹宇瑞，刘献栋三等奖（10 名）：陈兰兰，
田磊，张鹏，康琼琼，姜梨华，图米，姜耀文，李鹏云，薛秋红，张莉参与奖（2
0 名）：杨雁，丁凯，曾家琳，李海斌，朱继朋，小满，木子，李波，倪华，邹
启峰，陈黄焱，刘艳朵，韩娟娟，夏琦，任伟，周娜，安玉洁，孔繁超，大歡，
李光华。”图谋：“圕人堂‘世界艺术鉴赏’知识竞赛活动获奖名单，见：htt
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56879.html。圕人堂‘世界艺术鉴赏’
知识竞赛活动获奖者，请将通信信息（用于收取快递，务必准确）发送至：cha
nghong@artlib.cn 。邮件主题格式：获奖等级——姓名。邮件内容：姓名，
详细收取快递地址，手机号。信息发送时间：2017 年 5 月 25 日 9:00-2017 年 5
月 28 日 17:00 圕人堂‘世界艺术鉴赏’知识竞赛活动，凡参与成员，Artlib《世
界艺术鉴赏库》将赠送网站账号，每个账号可以下载 200 张高清艺术作品。需要
的成员提出申请，提供注册信息。申请受理时间：2017 年 5 月 25 日 8:0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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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31 日 17:00。申请受理时间结束后三天内账号生效。注册信息通过小窗
提交给‘图志粒’，须包含以下信息：姓名-昵称-单位-QQ 号-邮箱-电话-省份地市。” 天外来客：“一等奖 1 名：价值 600 元的 Kindle 阅读器一部（套装）。
二等奖 3 名：价值 400 元的艺术大师油画一幅（精仿）。三等奖 10 名：价值 15
0 元的蒋勋破解：达芬奇之美+梵高之美+米开朗基罗+莫奈之美(套装)。纪念奖 2
0 名：价值 50 元傅雷名作《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5） 圕人协助
图谋：“需要诸位帮忙之处倒是有不少，比如转发微博，扩大圕人堂活动知
晓面：圕人堂‘世界艺术鉴赏’知识竞赛活动获奖名单 http://weibo.com/1258
418197/F4GS1sID6?from=page_1005051258418197_profile&wvr=6&mod=weiboti
me&type=comment。近期，先后有多名成员，比如丫头、一鸣、张芸、图道、图
志粒、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安等诸位老师，积极主动承担或分担圕人堂事务，图
谋由衷致谢！当前好些工作，是我自身在做的。比如科学网周讯发布，还有科学
网圕人堂专题的好些内容。有些是面上的工作，还有不少工作是大家看不到的。
比如近期搞的竞赛活动，其实背后需要做大量沟通工作。我所做的工作，更多的
用意是希望带动更多人一起做，这样更有意义。圕人堂好些事情，是志愿者主动
承担起来的。并不是我去‘安排’。要知道，当前圕人堂这样一个草根平台，真
要‘安排’谁来做什么，这是非常困难的。我自身也只是一名志愿者。我自己做
的一些工作也是抛砖引玉而已。”

1.2

招聘信息与会议预告

Lee：“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贵州职业技术学院）2017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方案 http://gz.hrss.gov.cn/art/2017/5/19/art_75_41319.html。报名时间：
2017 年 5 月 31 日—6 月 2 日。招聘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一人”
sonorous：“关于 2017 长三角高校图书馆联盟论坛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与实践培训研讨班（第二期）”的通知 http://url.cn/49JwiOu。上海市图书馆
学会、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联合长三角高校图书馆联盟，将于 2017 年
6 月 13-16 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2017 长三角高校图书馆联盟论坛”暨“图书
馆学基础理论与实践培训研讨班（第二期）”。”
极限：
“新疆医科大学 2017 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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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mu.edu.cn/info/1061/5864.htm。我馆公开招考 4 人，图书情报专业优先。报
名时间：2017 年 5 月 18 日至 5 月 26 日。报名方式：现场报名。如果时间来不
及，可以申请传真材料：应聘人员须持本人相关证明材料到所应聘的单位报名，
报名材料主要包括：（1）《自治区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资
格审查表》（一式两份，贴近期彩色正面免冠 1 寸证件照片，所填信息必须确保
真实准确）；（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3）本科、硕士、博士毕业证、学位
证（应届毕业生由学校学位办开具可按期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的证明）（4）外
语四、六级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5）岗位要求的执业资格证等其它证明材料
原件及复印件；（6）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须携带工作单位组织人事部门
出具的关于其身份、工作经历、工作年限、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广州书童：“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直属事业单位 2017 年第一次公开
招聘事业编制人员公告 http://www.hrssgz.gov.cn/rczp/sydwzp/sydwzpgg/20
1705/t20170510_260292.html?from=timeline。报名时间：5 月 24 日上午 9：0
0 时至 5 月 26 日下午 17：00 时止。招聘图书馆员共计 15 名。”
Lee：“http://gz.hrss.gov.cn/art/2017/5/25/art_75_41486.html 贵州
省机械工业学校 2017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方案。报名时间：2017 年 6 月 1
2 日至 6 月 16 日 9：00—15:30。招聘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教师一名。”
联创卢*：“http://www.sal.edu.cn/2017/ 2017 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双一流背景下图书馆的创新与发展。报到时间：2017 年 6 月 7 日。报到地点：
贵阳大成精舍酒店。会议时间：2017 年 6 月 8 日-9 日。”

1.3

交流分享

碧海潮生：“国内图书馆学研究<核心领域>与<发展热点>http://url.cn/4
9IpjrM。”
闲在心上：“不久前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也就是说，未来，实行了三十年的职称制度将迎来大改革。现行职称制度是在专
业技术职务聘任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涉及 29 个职称系列的 7300 多万专业
技术人才。‘让干得好的人能评得上’尹蔚民说，要将科研成果取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放宽评审条件，建立绿色通道，鼓励教师
上讲台、医生到临床、工程师到实验室和厂房工地、农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
在火热的基层一线建功立业，让干得好的人能评得上。对于不实行岗位管理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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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及通用性强、广泛分布在各社会组织的职称系列和新兴职业，可采用评聘
分开方式。实行评聘分开的单位和行业，要坚持质量第一，进行适当的比例控制，
防止降低标准、迁就照顾，避免对整个职称制度的科学性、公平性造成冲击。改
革要求，力争通过 3 年时间，基本完成工程、卫生、农业、会计、高校教师、科
学研究等职称系列改革任务，通过 5 年努力，基本形成设置合理、评价科学、管
理规范、运转协调、服务全面的职称制度。来源：《求是》、央视新闻（cctvn
ewscenter）。”
Lee：“百度学术用户需求调研问卷 https://sojump.com/jq/13980160.asp
x。”
www：“由信息计量学新词 altmetrics 的翻译想到的 http://wap.sciencen
et.cn/blogview.aspx?id=679433 多年前在我们的一个系统中应用了 altmetric
s，我选择的通俗翻译是社媒影响力。但是这今年来，我看到的多翻译为替代计
量学，我一直觉得这个说法不妥，难道经典的信息计量学不好。今天无意中读到
上面链接中的文章，个人认同这里面的观点。不要用替代计量学为好，比较合适
的用社媒计量学，最次也可以用补充计量学。altmetrics 社媒计量学，可以对
应文献计量学。补充计量学，可理解为对应经典的计量学。我当初用社媒影响力，
是因为我们那个系统中是对老师服务的，他们一看就明白，而不会太多受计量学
这种很专业性的术语所影响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道无言：“要防止一味强调公共文化服务而忽视文献信息资源开发的倾向
http://dwz.cn/603paB 当前一味强调公共文化服务而忽视文献信息资源开发的
倾向已成大势，这势必会造成对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不良影响，久而久之，弱化
图书馆信息保障服务职能，使不管大小、所有的图书馆被文化馆化、群众艺术馆
化,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印度阿三：“图书馆之所以成为图书馆在于有图书
这个最重要的特征，否则可改名为公服馆，和其它文化机构一样。”
gaozy：“方家忠：图书馆服务应该定位于公众基本权利保障，而不仅仅是
公共服务 http://dwz.cn/603x31。”
图谋：“西北老汉.佛山图书馆新员工入职培训之旁观.http://blog.sina.
com.cn/s/blog_4fcba36b0102e7hm.html2013 年 8 月，全程旁观了佛山图书馆新
入职员工培训最后一天的活动，上午、下午、晚上三个板块，用屈义华馆长的话
说，就是上午‘回顾过去’，下午‘展望未来’，晚上则是新老员工联欢，共铸
佛山图书馆新的明天。”
图谋：“走近图书馆智能机器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
-1054811.html 图谋按： 关于图书馆智能机器人，是圕人堂近期的一个热点话
题。图谋根据近期信息，组织成一篇文字，在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发布，以便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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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走近图书馆智能机器人。”
图谋：“这个链接再发一次，因为文中链接有更新（沈奎林.聊聊图书馆智
能机器人.http://url.cn/49PUPfx）。”
图谋：“赵美娣.无纸社会的预言：谈图书馆的危机感.http://blog.scien
cenet.cn/blog-69474-932653.html 图书馆最基本的两个功能是保存文献和利
用文献，保存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但数字资源发展到现在，虽然并没有真的到无
纸社会这样的状态，但图书馆许多时候却似乎有‘为了保存而保存’的趋势了，
而读者真正利用的文献资料却并不是图书馆保存的。可见，纸质资料地位的下降
使得图书馆的基本功能开始变得模糊，这恐怕才是图书馆真正应该感到担忧的。
如果仅仅为了保存那些纸质文献，是根本不需要有那么多图书馆的，相反，原来
便可以打破时空限制而让用户能随时随地便使用的数据库，不同图书馆的重复购
买其实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虽然图书馆现在根据用户需求的改变，开始打造各种
‘信息共享空间’之类的场所，但依赖的不过是图书馆的建筑和空间，与图书馆
的文献资源却并没什么关系。”
图谋：“赵美娣.图书馆消亡论：谈图书馆的危机感（三）.http://blog.s
ciencenet.cn/blog-69474-934916.html 图书馆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并不是最
关键的，即便改名也没什么关系，图书馆不是以是否还有这么一个名称而存在，
也不以是否有这么一个建筑而存在，而要看它是否还有属于自己不可替代的职责
而存在的价值。而这个职责当然也是动态变化的，问题是，图情人在数字化大潮
中拼命想占据一席之地，但结果似乎并没有达到地位上升或巩固的目标，所以危
机感的存在是必然的，如果居危思安那会更糟糕。赵美娣.图书情报一体化：谈
图书馆的危机感（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931912.html
在一般人的眼里，图书馆工作是一个悠闲轻松的岗位，图书馆是一个相对舒适甚
至有点慵懒的地方，但其实在图书馆界，却一直有一种焦虑感和危机感，这种感
觉主要来自于对行业定位不确定的焦虑，对职业发展前景的担忧。”
闲在心上：“河南大学读书月系列活动——宋词雅韵诗词大会成功举办。h
ttp://lib.henu.edu.cn/ArticleShow.aspx?c_id=30&s_id=77&a_id=1120。”
闲在心上：“在奉献中收获人生的充实与快乐

http://mp.weixin.qq.com

/s?__biz=MzA3NzgxMTA2MQ==&mid=2650258107&idx=1&sn=98289cd3e50591f18a9
91d2e377ffe32&chksm=874f46a1b038cfb702f884c2b505d44ba52577b25af817f6f
fd4ae05efcb113fa0b1890e60ed&scene=0#rdￂ ﾠ 。”
图谋：“武夷山， 亨利.斯莫尔论加菲尔德的毕生成就（一）.http://blo
g.sciencenet.cn/blog-1557-1055356.html 武夷山， 亨利.斯莫尔论加菲尔德
的毕生成就（二）.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10557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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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草案）今公布，征求意见.http://b
log.sciencenet.cn/blog-1557-1055550.html 为了加强和保障国家情报工作，
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中国人大网在线意见征求地址：h
ttp://www.npc.gov.cn/COBRS_LFYJNEW/user/UserIndex.jsp?ID=8289337。”
王志新：
“图资界要带头革自己的命就在这里看到的 http://www.nlpi.edu.
tw/PublishArticle.aspx?KeyID=a2f59cbe-d039-47d7-ba36-b311acb92854。”
系统消息：“ *沈奎林 分享文件 2017 年高校专利信息分析实务研修班课
件.rar 下载。”
图书采选：“歌曲 | 10 首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歌曲，汇聚成馆员赞美诗，
收藏了

https://mp.weixin.qq.com/s/tyvGAN5lB4U9G28KStTWVQ。”

biochem：“距离雄安新区最近的大学——河北大学 2017 读书月活动日前落
下帷幕。本次读书月活动由该校图书馆主办，其‘创新创业’主题在国内大学图
书馆界阅读推广活动中独树一帜。据该校副校长杨学新介绍，从 2015 年始，‘读
书月’活动日益成为河北大学知名文化品牌，包括近日出版的《詹瑛全集》在内
的一系列大型丛书，为读书月活动提供了具有鲜明河大特色的文化精品。他借此
鼓励同学们读精品书，远离浮躁。据悉，因参与广泛、互动性强、实效显著，该
校读书月活动受到包括央广网、中国网、中国高校之窗等在内的多家媒体关注。
在由该校驻地保定市相关部门举办的评比中，河北大学图书馆获该市‘十佳全民
阅读基地’称号。（柯讯）《中国科学报》 (2017-05-24 第 4 版 综合)。”
sonorous：““大众美育馆——小画笔 画世界”襄阳市图书馆征集少年儿
童图文作品展（一）http://url.cn/49Z5c5p。”
老田：“【图书馆漫游】坐船去图书馆 http://url.cn/49ZytfZ。”
系统消息：“ www 分享文件

高校图书馆图书借阅 TOP100（2017-04-15）.

xlsx 下载。”
系统消息：“ www 分享文件 热书发现系统 2017 年春季入榜热书 TOP20.p
df 下载。”
图谋：“闲话高校基本办学条件与文献资源建设 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13646-1036886.html。”

1.4

日常问答与讨论

（1）

科研经费购书流程

图书*询：“各位老师，我想咨询一下贵校那些科研经费的使用中，有些老
师购置了电子书那些，是否经过图书馆备案了？我们学校如果买纸图书的话，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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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到图书馆登记的。但电子图书的管理的话就没有限定他们。纸图书在图书馆登
记后书可以拿走。所以就想请教大家有没有这种做法的？例如 kindle 这些啊，
这些的电子书，如何加强对这一块的管理。”我徂东山：“我们学校各个系自己
买数据库，买了之后给图书馆推荐使用。学校管理好像没这么严格，各个书院也
自己建图书室，那些书都是跟图书馆馆藏重复的。annl：“学校要求的科研经费
管理中，图书资料算一项。”小洋：“我们要加工成图书馆的书，然后才给入库
单，不然财务不认。老师要他自己的科研书，拿读者证来借吧。由科研处审核是
否跟课题相关，电子书去招标。科研处在发票上签字，我们给出库单。发票和出
库单一起才能报。”徐徐清风：“我校老师买书报帐时，要提供相应的图书书名
购物清单。如果一看是儿童书，中小学教辅材料书名，财务处的人是不给报的。”
节能：“刚看到课题经费买的书的话题，说说我们做法，供参考，尽量减少图
书馆责任。我们也是从某年开始要求到图书馆办理验收。但当时的通知文件是这
样说的：图书馆办理验收手续后，老师要到学院办理图书借阅手续。各学院对图
书负实物管理责任。也就是只为了增加学校固定资产而去图书馆办验收手续。另
外，验收单我们按学院发下去，老师来验收时，先要求学院盖章，确认该书为适
宜的。也就是我们不负责审核图书合适性，也不负责实物管理。省里的资产清查
系统里我们也标明此书保存地点为某某学院，负责人就写上学院院长。电子书因
为不是固定资产，不到图书馆验收。资产管理系统按年填报。院长要在验收单上
签字。”

（2）

何为‘JACS Virtual Issue’？

smile *：“各位老师前辈好，请教 这个 Virtual Issues

是啥意思啊？”

徐老师：“ 应该理解为一种虚拟的刊物吧。下文摘自爱斯维尔的说明，可以参
考：A Virtual Special Issue (VSI) is a Special Issue that consists of
previously published papers in a given journal. The aim of a VSI is t
o identify and group a coherent set of such papers and to provide som
e。” 麦子：“何为‘JACS Virtual Issue’？JACS Virtual Issue, themati
c Web-based collections of the best of recently published JACS papers.
参考译文：JACS 虚拟特刊，《美国化学学会杂志》近期发表的优质论文网络版
专题集。（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美国化学学会杂

志 ）详见：http://pubs.acs.org/doi/full/10.1021/ja803236b。”
（3）

图书馆读者与图书馆用户是否有区别

gaozy：“图书馆中常用的读者、用户，有没有区别，还是可以完全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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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现在论文里在使用时，并没有对这两个概念给定义。”印度阿三：“读
者太见外了，用户至上是服务业通用称谓。”广东小*：“‘读者’和‘用户’
是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中经常使用的两个术语。在我国，图书馆界常使用‘读者’
这一术语，情报学界常使用‘用户’这一术语，国外则将这两个术语混用。从图
书情报服务的角度看，二者为同义语。1990 年出版的《图书情报词典》对图书
馆用户这一概念做了如下界定：图书馆用户是需要利用图书情报机构服务的个人
或者团体。它不仅指直接阅读馆藏文献的读者，而且包括利用现代图书情报机构
中其它各类文献和各种服务形式的服务对象。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图书馆读者定义
为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即利用图书馆服务的个人和社会团体。” 印度阿三：“图
书馆读者和用户应该是可等同的，否则可以这样解释，如果我只是来上个厕所，
你利用了图书馆的设施就是用户，但不是读者，读者是利用了图书馆的核心资源
文献。”广州书童：“从字面理解，用户≥读者。不到图书馆也可以成为图书馆
的用户，读者嘛，一般理解要到馆。读者和用户某种程度上可以统一。当然，细
究起来还是有些许区别。如果彻底一点，用户好过读者，当然历史有巨大的惯性。”

（4）

征文上传的疑问

小鹿：“请问各位尊敬的老师，中图学会征文如果在上传的时候，没有选择
征文主题，或者选择的主题和论文本身不相符，会不会影响评审结果？”张芸：
“肯定会有影响啊，评审的时候，会根据你的主题来选择评审人，如果评审人一
看你的主题和论文不符，就像作文跑题一样，如果你的论文质量非常高，评审人
惜才，还会把你推荐给其他评审人，可是如果你的论文质量一般般，那就真是跑
题了。”
（5）

实体书商与图书馆

道无言：“http://news.163.com/16/0907/23/C0D7M5C300014Q4P.html 安
徽首个公共图书馆+文化创客空间在铜陵市图书馆成立。首家书店与图书馆结合
体亮相铜陵 http://news.ifeng.com/a/20160113/47047310_0.shtml”碧海潮
生：“现在很多高校都开始和专业的服务机构展开馆服合作了。合肥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与安徽儒林图书馆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外包服务模式，可以参
考。”黑天鹅：“只是在同一建筑物内吧。图书馆与书店，业务上依旧不同的实
体。”鲲鹏展翅：“很多类似西餐厅、咖啡屋都设立了阅读角，定期开展读书分
享会等阅读活动，不仅带动了他们的是商业人气，提升了经验文化氛围，有很多
比图书馆做的还内行。”道无言：“这样做的图书体系不会很完整。会偏重于某
个方面。”黑天鹅：“书店，或图书经销商的经营模式的一种转型吧。”鲲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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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十堰首家新概念现代书店上书房 19 日举行周年庆典 http://www.10yan.c
om/2016/1220/392515.shtml。集图书售卖与借阅、文化创意品展售、文化沙龙、
咨询培训、饮品等多元化经营的新概念（创意）现代书店。这些经营者善于借力，
把握现代人的文化需求，找准营销对象，有很多理念也值得学习和借鉴。”老顽
童：“现在图书商卖书已经很难维继，深层次的服务才是硬道理。”印度阿三：
“书店，图书馆都是书业链条上的一环。”老顽童：“亚马逊的线上线下 | 数据
和书店 http://mt.sohu.com/20160920/n468761888.shtml

相信很多老师都看

过这篇文章，这是实体书商发展的一个方向，但不是唯一。”黑天鹅：“图书馆
出租部分空间给书体书店作为经营场所，这没什么。县区级，地级市图书馆
与当地新华书店合作

到不是坏事。双赢合作

挺好。图书馆搞自己的公共服务，

毗邻的书店做自身图书销售。”
（6）

阅读推广方向探讨

www：“从数据看，我们的阅读推广的方向是否值得探讨，大学生的阅读就
是读小说吗？当然这种统计也有一定的缺陷，后续将用长尾理论分析出学科专业
领域的阅读状况。”星星：“题海战术后必然寻求释放压力发泄，应试教育结构
下必然读小说类型，港台那边也是一样，鸡汤小说八卦杂志满天飞，亚洲地区文
化基本如此。非应试教育社会读专业书多一些。” www：“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
其实应该还有一些原因。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有没有想去做什么？有没有好的想
法，请同仁们分享。”星星：“这个问题可以化解为，学生们上完课复习功课后
如何提起读经典书籍的热情。”www：“大家查查一个报道，我记得是比较的是
国内几所著名高校和美国的几所高校借阅前 10 名的图书，好像是 2015 年的借阅
数据，国外的和国内的差别好大的。美国高校十所高校书籍借阅量综合前十排名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319/07/14327190_638079277.shtml。”
sonorous：“京东图书部门倒是每周一早晨领导给员工读开卷的榜单。就是类似
于开卷-图书排行榜这个。领导会有自己的分析预测和判断，然后点每个品类的
leader 的名字，问他们有什么想法。”hanna：“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馆
的图书推荐现在分两种，一个是馆员推荐、一个是新书推荐。馆员推荐是阅览室
老师做的，好多小说；新书推荐是采访老师根据新到馆入藏图书做的，学科面相
对广。下次我准备做个学科推荐，准备请学科馆员来做。还有我看了几本我们馆
完全借空的书，倒不是小说，吴军的《数学之美》、《未来简史》、《人类简史》，
这些畅销书是科学类的，但很受欢迎。说明学生很受大 V 影响，只是我们不清楚，
处于自娱自乐、自我想象之中，并不真正了解学生的阅读需求。”江南大米：“书
目征集与专架展示。”远归：“专业课、班主任和辅导员的推荐和导读比馆员更
有优势。图书馆要做的资源保障和环境提供。” www：“英国的借阅排行榜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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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6https://www.plr.uk.com/mediaCentre/mostBorrowedTitles/mostBorro
wedTitles.htm。” 道法自然：“个人觉得公共馆和高校馆在阅读推广这事儿上
的合作空间还是蛮大的。以我们这里的现状来看，农村小学生的阅读推广都是与
村小学结合来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如何更好的延伸到农村，确实是一个值得继
续研究的问题。过发展也比较快了，从近年到到村小去送书的情况来看，每年都
有变化。”王志新：“送是送了，但是督促引导孩子阅读更主要。”远归：“我
给农村中小学的图书馆管理员上过课，现在农村小学的图书资源并不少。但校长
和任课老师的观念陈旧，还是应试教育的模式。这种模式是惯性了，短时无法改
变。”道法自然：“首先是引起孩子们阅读的兴趣，然后需要和小学语文的教学
过程很好的融合，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个人觉得。但是很多语文教学的内容已
经慢慢的增加了相关的内容，只要能够很好的动员这一部分教师群体，应该会有
些效果的。”芝麻：“城市小学就好多了，我儿子爱看书就是上小学后老师有阅
读要求才开始的，学校也会推荐书目。”远归：“我仔细研究过 2015 年吧教育
部新出《中小学图书馆规程》，规定的很详细，应该来讲，农村图书资料配置，
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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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S 第十五届引进数据库培训周参会略记
2017-5-26 11:00
2017 年 5 月 15-20 日，参加了“数字资源与知识服务研讨会暨 CALIS 第十五届引
进数据库培训周”会议。 自 2016 年 12 月开始，接连遭遇亲人健康出大状况，消
耗了大量精力。参加培训周会议，于我真是一个艰难地决定，直至参会前两周，
还因无法确定是否能成行而忐忑。我希望参会是因为：一是因为与当 ...
89 次阅读|没有评论
圕人堂“世界艺术鉴赏”知识竞赛活动获奖名单
2017-5-24 19:30
圕人堂 “世界艺术鉴赏”知识竞赛活动 获奖名单 为了便于圕人堂成员了解我国
优秀的艺术文化传统和国外的 经典 艺术成果，培养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
创造美的能力，提高文化艺术素养，联合 Artlib 《世界艺术鉴赏库》 于 2017 年
5 月 8 日至 5 月 18 日举办 ...
302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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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分享 8 个文件。

3.大事记
（1）圕人堂“世界艺术鉴赏”知识竞赛活动获奖名单公布。为了便于圕人堂成
员了解我国优秀的艺术文化传统和国外的经典艺术成果，培养感受美、表现美、
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提高文化艺术素养，联合 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
于 2017 年 5 月 8 日至 5 月 18 日举办了“世界艺术鉴赏”知识竞赛活动。总计收
到答卷 164 份，其中有效答卷 127 份。根据答题分数和答题时间，综合评选出的
奖项名单。圕人堂“世界艺术鉴赏”知识竞赛活动获奖名单，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56879.html
（2）圕人堂“世界艺术鉴赏”知识竞赛活动，凡参与成员，Artlib《世界艺术
鉴赏库》将赠送网站账号，每个账号可以下载 200 张高清艺术作品。需要的成员
提出申请，提供注册信息，申请受理时间：2017 年 5 月 25 日 8:00-2017 年 5 月
31 日 17:00。申请受理时间结束后三天内账号生效。注册信息通过小窗提交给
“【客服】图志粒”，须包含以下信息：姓名-昵称-单位-QQ 号-邮箱-电话-省
份-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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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圕人堂“世界艺术鉴赏”知识竞赛活动获奖者，请将通信信息（用于收取
快递，务必准确）发送至：changhong@artlib.cn 。邮件主题格式：获奖等级—
—姓名。邮件内容：姓名， 详细收取快递地址，手机号。信息发送时间：2017
年 5 月 25 日 9:00-2017 年 5 月 28 日 17:00。
（4）2017 年 5 月 26 日 14:00，群成员达 1926 人（活跃成员 656 人，占 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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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梦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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