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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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

（1）圕人须知
图谋：“群昵称或名片非主流名称，如果成员数到 1950 时，将会被‘率先’
移除出本群。假如不是群昵称或名片问题，属于 30 个月以上未发言的圕人堂也
会被移除，移除成员基本上是上述两方面原因。被移除之后，如有需要，欢迎重
新加群。其实不仅仅是‘未发言’，是指未参与圕人堂任何活动。假如参与了活
动，比如群投票、群文件分享、群相册分享等，是会有活动记录（群等级积分）
的。”gaozy：“支持图谋。我们这里很多图书馆界馆长，业务骨干，很多学者
专家教授，出版界顶尖的老师，一些加入者用这些非主流名称，显然是不好的。
至少我觉得看着不舒服。”张芸：“假如参与了活动，比如群投票、群文件分享、
群相册分享等，是会有活动记录（群等级积分）的。原来都有记录啊。”图谋：
“圕人堂大窗中的交流信息，圕人堂编辑团队每周会进行整理。《圕人堂周讯》
综述‘圕人堂’QQ 群一周交流信息，对‘圕人堂’全体成员公开（通过 QQ 群邮
件推送），同时亦对社会公开（当前主要通过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公
开）。《圕人堂周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
html。圕人堂周讯总目录（更新至 158 期）.pdf http://blog.sciencenet.cn/
home.php?mod=attachment&id=98515。2017 年 5 月 4 日 14:00，群成员达 1947
人（活跃成员 375 人，占 19.26%），本群容量为 2000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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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了一个月，较为直观的变化是，‘活跃成员’增加了。”

（2）圕人的努力
图谋：“早些年，图谋做了一些可谓具体而微的工作。比如《JCR 期刊分区
及其检索方法》、《如何通过中国知网获取期刊封面及目录页》、《科研人员与
投稿身份识别码（ORCID）是怎么回事？》、《图书情报档案类学术期刊投稿信
息辑录》等等。其‘梦想’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做此类工作，让包括圕人在内
的更多人切实受益。我所做的，从我本意来讲，希望是‘抛砖引玉’，毕竟一己
之力太渺小了。此类工作，图谋是从 2005 年开始做的。”Sunny：“这些非常细
致的工作又是人们非常需要的，确实需要我们大家来做。其实都不是难事。比如：
《如何通过中国知网获取期刊封面及目录页》，很多老师不知道。一到评职称时
就来图书馆索取原刊，而我们的原刊已经装订也不可能给他个人提交上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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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弟：“http://special.zhexuezj.cn/mobile/mooc/tocourse/99536947?appI
d=1000 各位同行，大牛，做了个图情投稿指南，请各位帮忙阅看、指导，是否
有错误之处。还有能否请各位大牛帮忙再提供点审稿流程图和录用通知，隐去个
人信息的就行。目前只收集到 10 几家期刊的，还缺以下好多期刊的还望能达人
们提供点帮助，非常感谢缺的核心有：1. 中国图书馆学报 4. 情报学报
图书馆杂志 8. 图书情报知识 10.图书与情报 11.情报理论与实践
20.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7.

13.情报资

料工作

17.国家图书馆学刊

23.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C 扩）

24.数字图书馆论坛(C 扩）缺的专业普刊有：4. 晋图学刊 7. 情报工

程 8. 情报探索 9. 山东图书馆学刊 10. 四川图书馆学报 11. 图书馆界 12.
图书馆学刊 14.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15. 图书情报研究 16. 知识管理论坛 17.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18. 中医文献杂志。”图谋：“这方面的工作，谭理老
师做的比较系统、深入，感兴趣的可以进一步关注。相关梳理工作，若在此基础
上进行，更有参考价值。书名：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 编辑出版学 投稿指南，
作者：谭理（编著）出 版 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日期：2016 年 4 月页
数：229 价格：65.00 元 ISBN: 9787535283030 中图分类号：Z88:G2 。购买地址：
http://www.langlang.cc/16829450.htm。该书由南开大学柯平教授、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初景利教授作序，在许多知名学者的精心指导下，以及各相关期
刊编辑部老师们 的悉心帮助下完成。系统地介绍了 81 种公开发行期刊的准确联
系方式 、设置栏目、投稿要求、投稿格式、部分期刊在征的原文作者授权同
意的情况下，以样本格式示例的文摘方式，直观的标示了近期发表论 文的具体
格式样本。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与编辑出版学期刊 被《中文核心期刊
要目总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
期刊要览》（CASS）、中国科学评价研 究中心（RCCSE）等学术期刊评价工具收
录情况，在不同历史时期被收录的情况及动态变化，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
案学、编辑出版学英 文核心期刊，采用 80 多份表格的形式给予综合、分析与归
纳。为规范作者的行文格式，在附录部分编入了文摘和关键词的编写规则、参考
文献著录规则等内容。为促进作者与编辑、作者与作者之间的交互， 增加稿件
的命中率、解决作者论文不被录用和被录用后的心理障碍等问题，综合外审专家、
期刊编辑部主编、作者等多方的建议，由柯平 教授提议，撰写了投稿与用稿常
见问题答疑。该书主要是为图书情报与文献工作者和在校学习图书馆学、情报
学、档案学、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写作投稿而编写的，也可供论文
作者所在单位的科研部门、以及编辑部的老师们对论文作 者学术水平评估提供
参考。本书不仅仅是写作投稿的案头必备，对指导稿件的撰写和投稿也有很大的
帮助，是一部兼有检索性、资料性和知识性的专业工具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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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周讯（总第 160 期 20170602）

（3）如何激励专家学者积极贡献自己的学术观点？
图书*询：“您经常在科学网上发布博客那些，我想请教，科学网有没有什
么针对这种活跃型用户奖励的措施？如何激励专家学者更积极的贡献自己的学
术观点或其它？”图谋：“其实‘无’就是‘有’。图谋从 2005 年写博客至今，
无论在哪个平台均算是比较活跃的用户之一，哪家平台都没有给过什么奖励，但
给过比奖励更实在的收获。比如：因为参与获得了更多的学习机遇；因为‘活跃’
促进了学习与思考，得到了锻炼……凡事有得有失。向他人学习。科学网上其它
博主，比如武夷山博主，可以学习人家的为人处世……古人云：见贤思齐。或多
或少，是会有所收获的。关于激励措施，圕人堂作为一个网络社群，一直也有所
关注，有所思考。需求是多元的，‘激励’也是多样化的。作为草根社群，物质
激励、精神激励，可为空间很小，但也确实是有需求的；与此同时，超物质激励、
超精神激励，或许也是客观存在地。” 刘建平：“快乐交流是最好的激励。认
识同道兴趣相投之人群会很开心。”王志新：“我想知道啊，除了物质和精神，
还有什么我特意查了下，没结果啊。” 系统消息：“ 图谋 分享文件

论图书

馆人才的特征——关于“图书馆四代人”的探讨.pdf 下载。”图谋：“简略综
述一下，图书馆人才是指在图书馆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较高的图书馆
工作技能和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图书馆学术的发展或图书馆事业
的进行做出了某种较大贡献的人。图书馆人才的本质属性有创造性、进步性、社
会性、时代性。图书馆人才除了具备上述本质特性以外，还须具备德、识、才、
学、体、胆等六要素。（ 程焕文.论图书馆人才的特征——关于‘图书馆四代人’
的探讨[J].图书馆论坛,1988(3)：22-29.）透过上述表述，或许可以体会除了物
质与精神，还可以有更多。”陕理工*：“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有奉献精神和服
务意识。1988 年的时候，已经有一大批，比如钱亚新先生等，当时是健在的。”
王志新：“谢谢群主的耐心、用心解惑。我在重新学习。不光是知识上的不了
解，包括一些固有的观念，对人、对某一领域，都需要重新思考定位。再次感谢!”

1.2

招聘信息与会议预告
洞庭水手：“招聘信息：http://www.hnrst.gov.cn/web/rltzww/zwgk/syd

wrczp/201705/t20170526_4231985.html 湖南省工业技师学院 招聘 图书情报
老师一名。报名时间：2017 年 6 月 8 日至 2017 年 6 月 15 日 17 时止（休息日不
接受现场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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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招聘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技术岗位一
名。应聘人员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 9:00—6 月 2 日 17:00 期间登录“贵州人事考
试信息网”报名 http://gz.hrss.gov.cn/art/2017/5/19/art_75_41319.html。
贵州省机械工业学校招聘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教师一名，报名时间：
2017 年 6 月 12 日至 6 月 16 日 9：00—15:30(中午不休)，http://gz.hrss.gov.
cn/art/2017/5/25/art_75_41486.html”
Lazycat：“北京建筑大学图书馆招图书馆学方向研究生一名，有意者请联
系：maofahu@bucea.edu.cn。”
诸法不*：“河北大学图书馆招聘 5 名工作人员，希望有合适的研究生推荐，
谢谢 http://www.hbu.cn/tzgg/3099.jhtml。报名时间： 2017 年 5 月 31 日 8
时—6 月 15 日 17 时。”
sonoro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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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截止 6 月 9 日]http://url.cn/49sJtVQ。”
系统消息：“ 图情编辑 分享文件 兰州会议通知（第二轮）.pdf 兰州研
讨会日程.pdf

兰州培训班日程表.pdf

兰州会议报名表.xlsx 下载。《图书情

报工作》杂志社联合兰州大学图书馆等多家单位 ，于 7 月 4-8 日 在兰州举办“需
求与技术双驱动下的图书馆发展学研讨会暨 在兰州举办需求与技术双驱动下的
图书馆发展学研讨会暨 图情 期刊论文写作投稿研修班。”
印度阿三：“招贤纳士 │ 理想照进现实，天堂就在身边 http://url.cn/4
9uC6ms。深圳图书馆招聘读者服务与架位管理 3 名，报考时间：2017 年 6 月 1
日 10:00 至 6 月 7 日 17:00”

1.3

交流分享
图谋：“李曙.向学校图书馆学习解决问题的方式.http://blog.sciencene

t.cn/blog-839267-1057329.html 图书馆与新华书店联手合作，面向全校师生推
出‘您选书我买单’的图书借购服务。学校师生注册并绑定本人校园一卡通帐号
后，即可在线浏览芸悦读平台上近百万册纸质新书，在线下单，快递送书上门，
阅完再归还至图书馆收藏。借书免费，快递免费，图书馆为您买单。很多时候，
当遇到问题时，我们常常不知道转换一下视角。到别的地方寻找钥匙，问题就可
迎刃而解。在传统的荐购方式中，图书馆天真的认为，读者会给他们很多反馈。
可是他们并没真正想清楚读者的需求。而新的借购方式中，只是将购书主体由图
书馆变成了读者，就能起到很不一样的效果。这种借购方式是一种创新，这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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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让诸如‘芸悦读’这样的平台快速发展。如果我们能多尝试转换视角思考问
题，创新也许就离我们不远了。”
系统消息：“ 张芸 分享文件

圕人堂周讯（总第 159 期+20170526）.epu

b 下载。”
系统消息：“ 图*刘编 分享文件 第一届全国阅读推广理论研讨会 专题报
道.pdf 下载。”
图米兔：“中图法网络版地址 http://cct.nlc.cn。”
*沈奎林：“张甲黄晨陈力军讲座，智慧图书馆：面向知识服务的空间建设
https://v.qq.com/x/page/q0507m2u4dm.html。”
biochem：
“让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进校园？赵美娣 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69474-1057485.html。”
sonorous：“2016 年 SCI 影响因子预测与点评 http://url.cn/49nzz2Y。”
流星雨：“http://www.docin.com/p-105085317.html 高等学校图书馆数字
资源计量指南（2004 年）。”
小肥羊：“维普 7.0 的平台有职称材料打包下载这个功能。http://qikan.
cqvip.com/。只要买了的，应该都可以访问。”
图谋：“如何利用中国知网做‘支撑材料’http://blog.sciencenet.cn/b
log-213646-846928.html。”
图谋：“关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20
17-2018）目录》，2017 年 1 月 15 日公示之后，目前尚未发布正式版。”
系统消息：“ 湘图 分享文件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 版）-印刷版

校对核实.pdf 下载。”
系统消息：“ 凤舞九天 分享文件

2016 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要目录（社

会科学卷）.pdf 下载。”
系统消息：“ 凤舞九天 分享文件

2016 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要目录（自

然科学卷）.pdf 下载。”
sonorous：“【文章发表实用技巧】之五：推广您的文章 http://url.cn/4
9tbd8u。”
系统消息：“ 鲍鹏展翅 分享文件

融合与共享-李雪琴.pdf 下载。”

系统消息：“ 鲍鹏展翅 分享文件

学科服务与数据分析-太原-王娟萍.pd

f 下载。”
系统消息：“ 图书*刘编 分享文件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释读

程焕

文教授主持.pdf 下载。”
图谋：“关于北大核心期刊 2017 版，数字资源与知识服务研讨会暨 C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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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引进数据库培训周许长城《CALIS 新服务新模式》报告中做了重点介绍
（已传至群文件）。2017 年版项目主持单位改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和 CALIS 管理中
心，2017 年版研制工作已启动。将提供纸质版、电子版服务。‘中文期刊指南
的服务’目标为：提供全方位的中文期刊信息服务，作为用户查阅、订购中文期
刊和投稿的参考信息源；也可为期刊确定办刊方向提供参考信息。”
度量衡：“降噪神器 Muzo 在 Kickstarter 开始预定 http://3g.163.com/mo
bile/article/BUJ785A3001168BQ.html#adaptation=pc。图书馆又一利器。”
图谋：“施一公谈研究生应具备的素质：最不重要的就是你的智商 http://
url.cn/49uwCWb‘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 IQ。无论什么
学科，物理、工程、生物、文科，我认为最不重要的是 IQ。真正重要的素质，
第一是时间的付出：任何人不付出时间，一定不会有成功；第二个是方法论的改
变：我希望大家能够问为什么，你需要挑战过去；第三是要建立批判性思维。’。”

1.4

日常问答与讨论

（1）

图书馆远程访问

sonorous：“请问，图书馆远程访问一般是图书馆技术部做还是买外边的
呢？”海边：“我们是学校信息中心负责买外边的。”扣肉：“其实，我觉得现
在资源都有自带校外访问功能。知网的 APP，好像是可以进行绑定。在校外也可
以用。不一定非用 VPN。”悠然：“知网 APP 校外使用，需用漫游帐号登录才行
吧。”暖暖的*：“知网 app 绑定以后，得开定位，定位在学校范围内才能下载。”
朗月孤舟：“知网云阅读用漫游账号登陆，不限定范围。”豆洪青*：“去阅读
没用过，我是用全球学术快报那个，主要是能每天推送图书馆相关的文章。”

（2）

640 万 20 万册图书，如何选购？

书小弟：“有个困惑，领导下指标，640 万买 20 万册图书。”三峡医*：“完
全可以控制（严格要求供应商）图书的年代、出版社、类别、副本量、码洋，你
就会发现能买到超过 20 万册，而且质量很好的书。”小辉：“我建议还是多买
一些儿童绘本，薄薄十几页，也就十几块钱。”书小弟：“有些好点的书还是困
难一些，同时加大了采访选书的难度。我们一般现采和向书商要书目数据，我们
进行选。我们教育学，美术等是强势学科，这些书价格普遍较高。平均 7.1 折。
看类别，科技类比较高，文学类低，教育类美术类很贵。所以只能先完成任务，
科研学术专业还是少买。”水秀：“没有界定当然就好买，如果有要求，就不一
定了。比如：清华版等。”图米兔：“建筑类也贵。”水秀：“医学，艺术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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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水秀：“我们现在就是只能买教学科研类的。而且复本是 1.8。”书小弟：
“去年为了充实已经买了不是名著，青春文学类。”三峡医*：“师范类的主要是
社科和综合类。你们领导是很大方的，640 万买 20 万册。我们是 600 万买 25 万
册。所以，你完全可以做到。只不过我们的时间放宽了点。你先要把馆藏结构拉
出来，分析每个类别可以添置多少书，副本量确定一下，总体平均复本量确定一
下。然后每一个类别的重点出版社是哪些要搞清楚，最好还要搞清楚他一年大概
出多少书。九月份完成，必须现采和目录选结合起来。一定在招标的时候，就对
供应商提供书目图书的年代、出版社、类别、副本量、码洋等严格要求，后面就
会轻松。比如，码洋低于 20 的和高于 100 的，要求他们特别报；小于 32 开和大
于 16 开的，要特别注明……自己跟人天、三新等大的公司要他们往年的书目啊，
不要依赖一些小公司提供的目录。”远归：“高校馆的图书采购可以利用学科馆
员团队来做。光靠采编部的个把人是做不好。当然如果不较真，也很简单，几百
万的码洋的书，几个人一天就能搞定。”远归：“如果是 6 本的复本，20 万册
也就是不到 4 万种。也没多少。”道无言：“品种、数量、复本、单价、总价，
考虑的东西多了，如果认真的话，特别钱少的馆。要适合自己学校的 4 万种也不
容易啊。” 远归：“我认为图书采编，让学科馆员团队加入来做，平时按照分
管的院系和专业做好书目的收集和调研工作。外采和划单都各自把关。” 黑天
鹅：“专任教师，最清楚对学科专业文献的需求。那些读点书，做学问的专任教
师和硕博研究生，该是清楚本学科新近出版的重点图书。”书小弟：“我们有古
籍，民国文献比较多。我们发动了系部专业老师参与选书目。要找有热情，关注
图书馆的系部老师。”三峡医*：“古籍和民国文献肯定是特色，不过肯定是不
够的了。特色要从你们的馆藏积累、学校专业特色、学校所在地区等角度综合分
析。” hanna：“把兄弟院校近三年的相近学科馆藏数据要来查重补缺。” 道
无言：“以前在版可供书目可下载，内容齐全，非常好，现在都不能了，要联系
出版社中国可供书目 http://www.cnbip.cn/CbsZhuanJia/Index.aspx。”
（3）

图书馆端午节放假安排

度量衡：“请问各位的学校图书馆端午节开放时间是?我们是 12:30∽20:3
0。”徐徐清风：“我校 8:00~22:00。我馆学期中的法定节假日都和平时一样正
常开放，可以借还书。由临时工值班，这样加班费相对来说不太多。” sonoro
us：“武汉大学图书馆 5 月 28 日、29 日按双休日开放，5 月 30 日闭馆一天。”
qifeon：“端午当天闭馆，调休两日正常开放。”满哥：“我们正常开馆，停人
工服务，自助服务全开。”Sparks：“我们闭馆一天。我们国假都闭馆。”海边：
“最佩服公共图书馆春节也不放假。”印度阿三：“我们是公图，逢周一闭馆，
正假日那天限范围开六个小时。只调休，无加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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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正式出版物和境外出版物的采购

30℃咖啡：“公开出版物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管控，个人感觉非正式出版物
和境外出版物的采购要把好关，图书馆应该怎么做。”小肥羊：“国外和港澳台
地区出版物现在报订的时候就要先进行审读，入关之后还要进行一次审读，进出
口公司都帮我们把好关了，这个就不用图书馆操心了。”广州书童：“图书馆只
负责在图书进出口公司提供的书目清单里面采购，有问题是图书进口公司负责。”
小肥羊：“赠书这个可能需要留意一点，有些主动寄来的赠书确实需要甄别。”
sonorous：“现在数据库审读都特别严格。教图，中图，国图公司各种审核。l
exisnexis 的新闻库，pressdisplay 报纸库都是审核没过，国内不让卖了。数据
库审读主要就是教图国图和中图三家负责。”
（5）

购买盗版数据库之后

小伊：“如果图书馆购买了盗版数据库 会有什么后果 除了下架之外。”L
azycat：“有可能做为第 X 被告，赔钱。估计意为含未授权产品。”徐徐清风：
“很多是版权不清晰的~~图书馆放在内部局域网中访问。像一些镜像类数据库，
将网上免费 的能下载到的 PPT 或电子图书 搜集整理成一个商业数据库。”道法
自然：“好像一般只要放在图书馆内部访问的就可以规避版权问题。”Lazycat：
“买的数据库尤其是早期的，不敢保证里面没有未授权的东西。”闽农林*：“现
在应该会更加正规一些了。尤其是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重庆维普这三个我校本
科生最常用的数据库，应该基本都是有版权的文献吧。”小肥羊：“学位论文的
版权问题，基本上没有一家解决的非常好。”徐徐清风：“以‘文献传递’的方
式来避规版权。像一些期刊，被某数据库商独家买断的。其他数据库商不能直接
提供全文，但可以用‘文献传递’的方式间接提供给读者”
（6）

如何看待哲学、社会学和图书馆学的结合

Sunny：“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哲学、社会学和图书馆学的
结合？我对这两个领域很感兴趣，想尝试从他山之石攻玉。”徐老师：“很好的
想法。如果你真的得到哲学或社会学的理论或方法，再来考察图书馆学的理论或
问题，可能会有新的视角或方法。应该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科学分科也不是绝对
的，跨学科研究也常见。关键在于出新！”
（7）

图书馆电子期刊种类统计

图谋：
“有成员发小窗信息提问，咨询‘图书馆的电子期刊该怎么统计种类?’。
关于数字资源计量当前没有统一标准，建议参考《高等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计量
指南》2007 年修订稿。为了进一步规范全国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计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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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2007 年 4 月 10 日，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和高
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管理中心组织全国各地对数字资源计量有研究专
长的 14 名专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会议，分析了近三年高校图书馆数字资
源在规模、类型、结构上发生的新变化，针对实际计量和统计过程中所遇到的问
题，对《高等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计量指南》（2004 年）进行了修订，形成《高
等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计量指南》（2007 年）。圕人堂群文件中有该文档。”
（8）

杨昭悊 OR 杨昭惁？

录遥：“我问个问题，哪位老师能帮解答下。1923 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图
书馆学》专著，他的作者叫杨昭悊（zhe 二声）还是叫杨昭惁（xi 一声）。”
王志新：“zhe。”老玲子：“杨昭悊，OR，杨昭惁？这是个问题 http://blog.
sina.com.cn/s/blog_4fcba36b0102e9oo.html。” 图谋：“百名图书馆学家名
录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qu
ickforward=1&id=225689 这篇文字，修订了一下。杨教授那篇考证文字中发现
了自身当时犯的错误。我在博文中整成了杨昭惁。实际上原出处为‘杨昭晰’，
我的‘修正’仍是错的。原文出自 程焕文.论图书馆人才的特征——关于‘图书
馆四代人’的探讨[J].图书馆论坛,1988(3)：22-29. 这是青年程焕文（时年 27
岁）的一篇图书馆学史经典文献。”
（9）

厦大图林网志聚合何时开放？

印度阿三：“厦门大学那个图林网志聚合现在还没弄好么？还是以后都不会
开了？”满哥：“升级系统后，因为原来的程序不兼容，就暂时停止服务了。有
打算重建，等暑假吧。”印度阿三：“有时候工作需要找些工作动态，业界新动
向，聚合是个挺好的来源，所以我问了好几次了。”图谋：“既有历史意义，又
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是：厦大图书馆作为图书馆 2.0 的‘发祥地’之一，所做
的系列工作，图林网志聚合算是代表作之一。现实意义是：当前经受种种冲击，
图林网志日渐式微，因而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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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工作中版权之惑
2017-6-1 11:11
文献保存与提供是图书馆的两大功能。以往，关于“图书馆豁免权”有较多关注。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法治意识的增强等诸多因素，图书馆工作中的版权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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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加剧。 高校图书馆图书类文献，当前有一种较为可取的服务模式。当年新
书数字化，在校园网范围内提供数字化图书服务。其它图书通过 ...
265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16 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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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2017 年 6 月 2 日 14:00，群成员达 1944 人（活跃成员 656 人，占 33.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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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