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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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信息

会议君: “图书情报|2020‘学术交流的未来’热点研讨会 4月杭州召开 http:/

/url.cn/5zA23bb 。”
会议君:“图书情报|2020年全国知识图谱与语义计算大会 8月南昌召开 http:

//url.cn/5J9SHqK。”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吉祥天：“299期周讯看不了。”图谋：“ 不是看不了，是科学网那边的审核

暂未通过。圕人堂周讯（总第 299期 20200131）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1216302.html图谋 整理 王启云 助理。”“本期周讯整理人，原为
海边老师。由于海边老师电脑有故障，手机未上 QQ。图谋以为当前是特殊时期，
海边老师有事情或者忘了。17:19，海边老师告知"我已经整理差不多了"，因为
图谋此时也已整理完，此期采用图谋整理稿。特此说明。”

图谋：“术语中国.抗击疫情丨各类知识看不懂？请查收这些高频专业术语.h

ttps://mp.weixin.qq.com/s/y2sc1IjYWK8KMZdvZlMHig近日，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病毒溯源、临床救治、药物研制、疫苗研发
各类信息报道中出现了大量的专业科技名词，小编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
会最新公布的《感染病学名词》中摘录了 50个最近的高频词，助您读懂抗击疫
情的专业知识。”

夏夜星：“请问圕人堂的专用检索平台网址哪位老师有？”图谋：“我刚点击了
一下圕人堂 QQ群知识库（http://lib.nit.net.cn/tuan/ ），有可能是因为当
前处于假期中，为安全起见，该服务关闭了。”

图谋：“抗击疫情，缓解焦虑〡来自阅读疗法专家的建议 http://url.cn/5Cw

o3RN。”
z: “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图书馆闭馆怎么办？电子资源为你提供 24小时

服务！http://url.cn/579Pjfj。”

图谋：“历史上人们如何对抗瘟疫？这些论文让我们重拾信心！http://url.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zA23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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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rl.cn/5J9SH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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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5JqIaDV。”

图谋：“圕人圕事：流浪小哥回家了 http://url.cn/5EhMB0Q。”
苏大 *：“青年说 丨 王正廷何许人也？他是民国时期的外交官，他是‘中国

奥运之父’，曾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https://mp.weixin.qq.com/s/yRYY

6CZwz3Vb5F5aSNSEug王正廷曾提议设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其草拟的《中央图
书馆筹备处组织大纲》规定中央图书馆需要负责整理档案，‘设立共同保藏档案
图书场所，保管档案及图书，并办理借索档案及图书事宜’。”图谋：“苏大*那种
信息分享方式比较好。一是分享的效果会更好，会进一步吸引受众阅读；二是便
于周讯整理人员整理，选录进当期《圕人堂周讯》，得到更好地保存与传播。”
hero8151：“@苏大 杉明 这篇推文里有不少错字漏字。繁简转换及识别问题。”
苏大 *：“嗯嗯，是的，这篇推文有不少错漏。AYC是各校档案系在校生自发搭建
起来的平台，这篇推文其实是本科生之间文献互助的衍生物，以后会多加注意，
谢谢老师的指正。”

图谋：“李杰.科学知识图谱实用指南免费下载.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554179-1216551.html。”
图谋：“李杰.5本电子指南下载地址：https://share.weiyun.com/5XyKkRr。”
图谋：“顾洁.疫情之下 如何打‘假’.https://mp.weixin.qq.com/s/6CdTiZx9

cUX3q1jJYsHzOQ自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尤其是在今年 1月 2

3日湖北省武汉市宣布‘封城’以后，各类新闻信息‘爆炸’，夺人眼球的信息不断涌
入论坛、微博、微信群、朋友圈，在网络世界中不断发酵升级。这些‘浑浊’的信
息真假参半，关心此事的广大民众、专业人士和‘去伪求真’的新闻媒体不得不修
炼成‘福尔摩斯’，掌握虚假信息的辨识技能。借此，我们整理了一些实用的网络
信息识别技巧和打假‘举措’。”

图谋：“转发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团队的调查问卷 https://wj.qq.co

m/s2/5298052/263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2020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风险感知调查。一是上周有成员开展过类似调查；二是供学习借鉴；三是
感兴趣的成员不妨支持一下。”道无言：“填 了，也转发了，不知数据什么时候
公开。”图谋：“没发现有数据公开的承诺。如果相关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了，且被
我留意到了，将随手转发。”

图书馆*：“美国华人图书馆员中，有一个学术组织，已成立十周年，办了不
少大事。这段历史，值得一读，也值得国内学术组织借鉴。一个纯公益的纯粹学
术组织，没有经费，没有专职人员，干的都是实打实的事情，确实值得借鉴。h

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00202.0856.002.html。”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JqI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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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智：“特别报道|重磅！2020年国家自科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时间推迟！h

ttp://url.cn/5esenMe。”
睿智：“超星数字图书馆：图书馆在行动|抗‘疫’路上，我们尺寸必争，分秒

不让 http://url.cn/5LZOx9e。”
图谋：“2020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风险感知调查 http://url.cn/5XjPSRr。”
会议君:“图书情报|《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年重点选题策划与选题指南 ht

tp://url.cn/53RZvhh。”
图谋：“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免费开放！http://url.cn/5mRdAcM。”
sonorous：“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电子资源校外访问方式 http://www.lib.r

uc.edu.cn/info/71358.jspx。”
海天云石：“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数据】鲁小班们最爱阅读 http:

//url.cn/5hWbCgj。”
海天云石：“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感悟】读书，不只为取悦自己 h

ttp://url.cn/5ioNOw2。”
海天云石：“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推荐】这是一场硬战 http://

url.cn/5LewKex。”
海天云石：“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悦读】如果这都不算爱 http:/

/url.cn/5L8N6Sy。”

闲在心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声书全场免费！陪你‘宅’家抵御肺炎 http://

url.cn/5bPEQMV。”
粉晶草莓：“纯粹读书荟：等待春天 http://www.lib.ruc.edu.cn/info/713

58.jspx。”
图谋：“《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告广大作者读者 http://url.cn/5oitt9m。”
图谋：“上图展览：线上展览 ｜众志成城战疫情网络漫画展（第一期）http:

//url.cn/5eFEGex。线上展览 ｜ “众志成城战疫情”网络漫画展（第二期）http:

//url.cn/58pe1xo。”
闲在心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数字报：2020精准采购成图书馆界最大呼声

http://dzzy.cbbr.com.cn/html/2020-02/04/content_10_1.htm。”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平台免费开放，助力研究共克时艰！http://ur

l.cn/5DyYXaC。”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免费开放资源 Q&A——图库是什么？http://url.

cn/5d4yIME。”
http://url.cn/5UOtI4z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2020年‘数字人文

暑期训练营’7月法国举办 http://url.cn/5Ky9SwM。”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esenMe
http://url.cn/5esenMe
http://url.cn/5LZOx9e
http://url.cn/5XjPSRr
http://url.cn/53RZvhh
http://url.cn/53RZvhh
http://url.cn/5mRdAcM
http://www.lib.ruc.edu.cn/info/71358.jspx
http://www.lib.ruc.edu.cn/info/71358.jspx
http://url.cn/5hWbCgj
http://url.cn/5hWbCgj
http://url.cn/5ioNOw2
http://url.cn/5ioNOw2
http://url.cn/5LewKex
http://url.cn/5LewKex
http://url.cn/5L8N6Sy
http://url.cn/5L8N6Sy
http://url.cn/5bPEQMV
http://url.cn/5bPEQMV
http://www.lib.ruc.edu.cn/info/71358.jspx
http://www.lib.ruc.edu.cn/info/71358.jspx
http://url.cn/5oitt9m
http://url.cn/5eFEGex
http://url.cn/5eFEGex
http://url.cn/58pe1xo
http://url.cn/58pe1xo
http://dzzy.cbbr.com.cn/html/2020-02/04/content_10_1.htm
http://url.cn/5DyYXaC
http://url.cn/5DyYXaC
http://url.cn/5d4yIME
http://url.cn/5d4yIME
http://url.cn/5Ky9S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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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ny：“国家图书馆【大年初三 守口纳福】线上展览陪您度文化新年 http:

//url.cn/5PttzEc。”
图谋：“图书馆杂志：微速递 | 疫情期间，海量免费资源助您学习科研 htt

p://url.cn/56blBiL。”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免费开放资源导览——近代期刊 http://url.cn/

5UOtI4z。”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免费开放资源 Q&A——近代期刊有哪些？http://

url.cn/5dsD015。”
图谋：“lagerror在群文件中分享的文档，内容是‘在线课程平台在疫情防控

期间支持高校在线教学服务方案信息汇总表（截至 2020年 2月 2日）’，刚才修
改了一下文档名，便于更好地得到关注与利用。”

图谋：“《图书与情报》网站 http://www.tsyqb.com/CN/volumn/current.s

html。”
图谋：“图书馆报：守望相助，图书馆线上服务不打烊 http://url.cn/5mxD

bux。”
图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 2019 http://url.cn

/5HObnpL。”
图谋：“图书馆建设：编委书单 Vol.2 | 顾犇 http://url.cn/5iWGUKt。”

1.3日常讨论
（1）论文的字数

扣肉：“最近各种消息频出，我们还是要少发声。可以多进行业务学习。我
今天除了看电视剧之外，还把程焕文老师的课看完了。”图情民工：“还是主动撤
回吧，省着群主删除。”sonorous：“人民日报公众号里的。”扣肉：“大家有条件
的，也可以自己在家写写论文。以前总说工作忙，没有时间写论文的，趁这个时
间，写写论文也是好的。大家发的论文，一般初稿是多少字。我看期刊上已经发
表的论文，大多在两千以下。但是不知道初稿，提交给编辑部的，一般是多少字。”
诲人不倦：“@扣肉 确定是两千以下？”sonorous：“5000字以下吧。”扣肉：“发表
的最终稿，大部分只一页纸。少数一页半。”诲人不倦：“你看的什么刊？”扣肉：
“就是昨天下载的几篇关于臭氧消毒的论文。”sonorous：“不会吧，那也得 4000

到 5000。”扣肉：“但是一页纸，也到不了 5000字啊。”sonorous：“会有投稿要求
的。”扣肉：“我先看看拟发刊的投稿要求。我是怕写得太多，最后编辑也得帮助
删。我本科论文五万字，都是我自己写的。导师基本没管。”海边：“导师要是管
了，可能不到四万字了。我的建议是，你先放开写出初稿，先别管多少字。修改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PttzEc
http://url.cn/5PttzEc
http://url.cn/56blBiL
http://url.cn/56blBiL
http://url.cn/5UOtI4z
http://url.cn/5UOtI4z
http://url.cn/5dsD015
http://url.cn/5dsD015
http://www.tsyqb.com/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www.tsyqb.com/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url.cn/5mxDbux
http://url.cn/5mxDbux
http://url.cn/5HObnpL
http://url.cn/5HObnpL
http://url.cn/5iWGU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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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很多改动的。先把你要表达的东西充分写出来。然后提炼，精简。”cpulib*：
“学科不同字数差别大，图情期刊字数算多的了，有的学科 3000左右就可以了。”
扣肉：“反正我只是一个科研项目结项，与评职称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求是正式
刊物，没有要求必须是核心刊。”节能：“普刊，图情类，怎么也得 4000-5000字。”

（2）参考文献著录
cpulib*：“请教下，这个技术报告怎么做参考文献著录？”图谋：“@cpulib2

009 当网络电子文献处理，比较合适，也就是[EB/OL]。网址：https://www.cl.

cam.ac.uk/techreports/UCAM-CL-TR-837.pdf。”“因为这个技术报告，它是‘Tec
hnical reports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Computer Labor

atory are freely available via the Internet’，算是非正式出版物（灰色
文献）范畴。供参考。”cpulib*：“嗯，我看还有 ISSN号。”

（3）疫情后的上班时间
麦子：“现在上班时间延到什么时候？各馆是如何处理的？其实做个问卷也

有意思。”图谋：“@麦子 关于各地的上班时间，非常复杂。各地依据上级指导意
见，结合自身实际做出安排和部署。学校普遍推迟开学。有的是推迟一周，有的
推迟更长。当前，多方面在做各种调查，积极应对。”天涯海角：“我们只说返校
时间等候通知，目前还没接到通知。”图谋：“我所在机构，原本是 2月 13开学，
现推迟为 2月 21日。据舆情，部分高校已推迟至 3月份。”图谋：“据个人了解，
各种调查研究实际已有人在做。针对疫情，好些途径临时增设科研项目。”

（4）网络直播的途径
道无言：“前两天腾讯说网络会议免费用，求指教。”扣肉：“企业微信吧。企

业微信可以开 300人的远程会议，老师可以在群里直接开直播。”道无言：“要注
册。”扣肉：“是的，你必须先注册企业微信。注册，是注册一个机构，不是注册
一个人。”道无言：“可不是机构 。”扣肉：“也许腾讯还有其他产品可以实现你说
的功能，但是企业微信是腾讯目前主推的实现方式。”扣肉：“学校已经注册企业
微信并且将人员信息导入的情况下，在线会议和群直播，是当前情况下，腾讯提
供的学校解决方案。”道无言：“谢谢，现在是孩子班主任在试，想找个最佳的途
径。”扣肉：“关于普教在企业微信中的应用，企业微信有一整套解决方案。包括
家校联动。”蜂鸟：“孩子的班主任推荐在网上看学而思的课程。”扣肉：“这个时
候，学校老师不要自作主张做事。一切要听从学校的安排。”蜂鸟：“现在，学而
思新东方猿辅导在网上都是免费的课程。”道无言：“有免费的金高考网课，老师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cl.cam.ac.uk/techreports/UCAM-CL-TR-837.pdf
https://www.cl.cam.ac.uk/techreports/UCAM-CL-TR-83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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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亲自督促辅导，高一的。”蜂鸟：“同事姐姐的孩子在西安高新一中，他们就在
网上授课，早上七点半就开始了。” 扣肉：“@道无言 https://mp.weixin.qq.co

m/s/cOt9fmOLa6MzvGYleIFg8A。这个功能并不需要事先注册。微信小程序就能开
会，操作起来比较简单。”道无言：“已用 QQ群视频试讲了一课，还行。”

（5）关于文献检索课翻转课堂的论文
图谋：“关于文献检索课翻转课堂的论文有不少，刚才随手检索了一下，选

几篇，供参考。[1]汪越男,黄芳,刘宏斌.基于翻转课堂的文献检索课教学模式研
究[J].图书馆建设,2019(S1):199-203.[2]乔姗姗,胡胜男,敬卿.翻转课堂教学
与信息检索教材协调发展研究[J].文献与数据学报,2019,1(03):107-114.[3]王
锰,陈雅,杨志刚.高校‘信息检索’翻转课堂教学效果的学生动机因素研究[J].大
学图书馆学报,2019,37(05):78-86.[4]徐霞,郭以建,杨志刚.文献检索翻转课堂
教学改革实践与思考——以江苏大学为例[J].图书情报研究,2019,12(03):67-7

1+79.[5]刘强,李国平,张淑芬.翻转课堂在高校信息素养教学中的应用[J].大学
图书情报学刊,2018,36(05):83-85+91.[6]何立芳.翻转课堂教学模型及其在信
息素养教育中的实证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17):53-59.[7]徐菊香.信
息素养通识课翻转课堂的设计与实践[J].图书情报知识,2018(04):119-128.[8]

李娜.基于翻转课堂的嵌入课程式信息素养培训教学模式研究[J].图书馆研究与
工作,2018(04):55-58+63.[9]黄琴玲,高协,陈志玲,马丽华,陈幼华.基于翻转课
堂的高校图书馆嵌入式教学实践探索与思考——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机械动
力学科服务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07):30-37.”

图谋：“ 圕人堂群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可以从期刊文献中获取答案或参考答
案。将问题具体化，可能会更有助于获得帮助。比如圕人堂中进行过文检课翻转
课堂教学实践与探索的，会有不少，存在许多种可能：有的是不在线，有的是在
线但没留意到，有的在线且留意到了但不一定愿意接话（因为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样的问题）……。武夷山.东西方管理学视角的比较.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1557-1216838.html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管理学杂志）2

020年 1月号发表伦敦国王学院公司治理与战略学教授 Igor Filatotchev、香港
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魏立群教授、John E.Prescott（中国竞争情报界很熟悉
的美国竞争情报从业者协会创始人、美国匹兹堡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翰·E·普赖斯科
特)等 5位学者合著的文章，Connecting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on Management: Translation of Practices Across Organizations, Institu

tion and Geographies（将东西方的管理学视角关联起来：跨组织、跨制度、跨
地理空间的管理实践之转译）。”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cOt9fmOLa6MzvGYleIFg8A
https://mp.weixin.qq.com/s/cOt9fmOLa6MzvGYleIFg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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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做好图书馆的通风、清洁和消毒工作
sonorous：“可以说说疫情过后，图书怎么消毒。毕竟 1月份疫情爆发的时

候，公共图书馆都还开着门。”资深码农：“喷雾器，喷雾。”图情民工：“图书馆
别用中央空调了。”资深码农：“开窗通风。”麦子：“ 其实不用消毒：把书放在一
个地方，禁止出借 10天，就可以了。没有活体的情况下，存活时间很短。”资深
码农：“是的，通通风就行了，病毒的存活时间很短。”扣肉：“不过，要打算买消
毒设备的，应该现在赶紧订货。如果各馆陆续开馆，到时候消毒设备必定供不应
求。使用紫外消毒设备的话，一定要注意谨防泄露，否则会对人体产生不可逆的
损害。紫外消毒设备，我个人是不建议作为自助设备给读者用。因为一旦产生泄
露，将对读者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徐徐清风：“关注对纸质图书的消毒，不
如更关注图书馆内空气的对流和自然通风。” 徐徐清风：“现代图书馆大部分是
相对封闭的中央空调系统，这种潜在的传播病菌的危险远大于接触图书。图书馆
建筑相对封闭，通风不太好的话，读者多而集中，容易产生空气飞沫传播。”扣
肉：“我们还没放假的时候，会在中午开窗通风，事先告诉学生，十二点到一点，
学生一般在吃饭或者在宿舍里休息，人比较少。我们会开窗。库房我们是天天开
窗，不然会有很多异味。现在新建的馆，很多依赖于新风设备，能够像老式建筑，
有穿堂风的，确实不多。倒是中间的天井，很注重采光。说到通风，我倒想知道
各馆有读者反馈，夏天有蚊虫吗？九月份的时候，我的邮箱收到读者来信，说蚊
虫太多。图书馆内外都会布放绿色植物，是吸引蚊虫的好地方。我打算今年夏天
买一些电蚊香液，算了算正好够用到十一。不知道其他馆有没有这类经验。”

1.4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周讯》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299期 20200131）.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1216302.html昨天有成员说看不了。那是因为科学网审核会滞后
一些。特此重贴一下。”“非常时期，《圕人堂周讯》整理与发布工作未中断。下
一期将是《圕人堂周讯》300期，这意味着，圕人堂作为一个圕人草根社群，自
2014年 5月开始，已存在了 300周并发布了 300期周讯。”

图谋：“做点补充说明。《圕人堂周讯》与聊天记录是有所不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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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圕人堂大窗交流信息为基础，特别是‘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部
分，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每期‘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部分，需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630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6302.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300 期 20200207）

10

要花大量时间。第 299期算是内容较少的一期，图谋大约花了 3小时梳理（且只
能算是‘粗略梳理’）。另，为了让群消息记录尽可能的完整，电脑 QQ最好是全天
候在线(否则有可能不全)。圕人堂群聊天记录，每位成员均可以自行搜索。但能
检索到的信息会是各不相同（与很多因素相关，比如服务器本身的服务能力、个
人 QQ在线时长等等）。”

（2）木木贝救助流浪者
图谋：“快讯：圕人堂周讯（总第 299期 20200131）组织了‘圕人圕事：木木

贝救助流浪者’专题。2020年 2月 1日 15:37，木木贝老师告知：‘刚刚接到他家
人的电话，流浪小哥已经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了’。”谈天：“向木木贝老师致敬。”
十七岁*：“好温暖！。”图谋：“圕人圕事：流浪小哥回家了 http://blog.scien

cenet.cn/blog-213646-1216446.html 图谋按：圕人堂周讯（总第 299期 2020

0131）组织了’圕人圕事：木木贝救助流浪者‘专题。2020年 2月 1日 15:37，木
木贝老师告知：‘刚刚接到他家人的电话，流浪小哥已经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
了’。本文为木木贝老师 QQ空间中记录的纪实故事《流浪小哥回家了》，发布时
间为 2020-1-31 16:16，经作者许可全文照发。博客版、微信版均发布了。”十七
岁*：“看到了，真棒暖心。”牛牛：“太好了。”图谋：“算是圕人堂春节特别节目？”
皖西学*：“真棒，点赞。”图谋：“平凡的世界，平凡的生活，多少好故事，就在
咱身边。圕人堂这样的平台（网络社群），主要就是发挥‘微价值’或者说‘长尾价
值’。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映山红：“感人！”
图谋：“圕人救助流浪人员，图谋认为是非常有温情的，很有现实意义的，用了
较多篇幅记录。小故事里边其实还包含图书馆员利用自身职业能力（信息检索、
人际沟通），为家庭为社会贡献力量。如果结合当前所处的紧张形势，更能让人
感受到温暖与力量。‘圕人圕事’将作为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的一个小栏目，继续征
集与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的人和事，以较为规整的小故事形式呈现。欢迎成员
赐稿！”sonorous：“感人！”节能：“感人！点赞木木贝。”

木木贝：“确实，这个小故事之所以取得圆满的结局，和图书馆人的自身职
业能力有比较大关系。一开始流浪小哥只愿意透露姓名和以及籍贯是江西九江，
我在网上找各种的寻人网，始终没发现和他相关的信息。之后检索九江派出所的
相关信息，选了几个可能有效的电话，第一个打过去就遇到了热情的蜀黍。发现
流浪者喜欢看书，看的书刚好我也看过，就有了些共同话题。另外，沟通很重要，
不能表现出鄙夷和同情，而是和朋友聊天一样，送东西不能表现出是施舍。比如
我送他饭菜，我说来尝尝，不知合不合你口味，不好吃你就说，下次我争取做好
点。”梦醒静谧：“@木木贝(190816061)感人！点赞。”xuer：“好感人。”碧海潮生：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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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贝 于疫情处见温暖，感人，点赞。”我是一*：“刚刚看了木木贝的那个故
事，处理得真好，让他人与家人团聚了这样的结局让人感动。”猫爪：“善良、善
于发现、善于沟通……木木贝的善心善行太令人感动佩服了。”长财馆*：“木木
贝老师可参评当地好人，广东好人。助人为乐类好人。”

（3）圕人堂的安全
图谋：“在特殊时期，圕人堂在试图为诸位圕人做一些‘减压’工作。除了群中

内容之外，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仍在‘工作中’。图谋以为，
非常时期，圕人堂这样的网络社群仍可以在群规范框架内，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让彼此受益。据悉，资深码农组织的 python爬虫网络视频课，昨天有 40余人听
课，部分成员切实受益。这种形式也挺好。”
图谋：“有些话题，圕人堂不能碰，拜托了！。” biochem：“非图情信息，本群统
统不要涉及。”图谋：“非常时期，多谅解！昨天还有成员专门提醒：注意群里消
息，敏感信息尽量别发，别给封了，多少年的心血啊？有部分成员不了解图谋作
为‘群主’采取的一些措施，是保护群成员，也是保护‘群主’自身。如果真的有问题，
不仅仅是撤回信息、禁言那么简单。”扣肉：“非常时期的文献获取，图书及读者
的安全防护。这都是可以探讨的话题。” 骑鹿踏雪：“根据我的一些体会，其实
这个群有些人，不是一个人，对于当前有明里暗里的非主流意识。”图谋：“有些
敏感话题，大部分人是知道不能碰的。圕人堂没有选择关闭，主要是希望提供一
个通道，试图减缓一些压力，稍微注意一下边界，还是有不少内容可以交流与分
享的。如果是被封、被解散，可能后果很严重、很糟糕，于相关成员及‘群主’均
非常不利。本周是圕人堂存在第 300周。圕人堂的存在，确确实实让不少圕人切
实受益，这是有意义的事情。由衷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期待明天会更好。我
的所做所为，不当不周之处，祈请海涵。”

1.5《世界艺术鉴赏库》免费开放
图谋：“@全体成员 《世界艺术鉴赏库》免费开放自 2月 3日起至 3月 1

0日‘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免费开放。登录网址：https://www.artlib.cn

/ 用户名、密码均为：we2020 。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是一个满足互联网+

时代全方位艺术鉴赏需求的产品，定位于为艺术教育提供资源、素材及方法的深
度学习数据库。目前收录十四万余幅高清图片并处于实时更新状态，涵盖油画、
素描、版画、水彩、国画、书法、壁画、雕塑、篆刻、建筑艺术及其他类型，包
含艺术普及、艺术故事、艺术品、艺术家、艺术机构、资讯六大内容模块。具有
知识系统组织、内容全面完整、数据深度标引、超级高清大图呈现、知识点内容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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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关联、艺术辞典规范等专业特点。信息来源：弘雅书房.Artlib《世界艺术
鉴赏库》免费开放！https://mp.weixin.qq.com/s/8JEt9zqze7JT3t5NrcMMxQ。”
扣肉：“@sonorous 你可以到这个数据库去进行艺术熏陶，不意味着你可以将图
片用作他途，尤其是商业用途更不可能。”sonorous：“欣赏与赏析。”图谋：“自 2

015年 3月开始，《世界艺术鉴赏库》持续捐助‘圕人堂发展经费’。2017年圕人
堂建群三周年活动之际，曾举办圕人堂‘世界艺术鉴赏’知识竞赛活动（《世界艺
术鉴赏库》提供价值 5000元奖品）。圕人堂这些年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得
益于《世界艺术鉴赏库》的关心与支持。图谋作为圕人堂‘群主’，特此‘爆料’并致
谢！”

1.6疫情期间怎样使用免费的数据库？
湖商陈*：“大家都闷在家里搞科研，可是**到现在还不放开使用。”麦子：“@

湖商陈焕之 你没有 VPN?”湖商陈*：“vpn也不好使。老出问题。”图谋：“人家是
商品，凭什么要‘放开使用’？换个角度就理解了。”寒潮：“有统一认证的可以在校
外用，今天通知的，只是还需要图书馆申请。” 湖商陈*：“@图谋 这两个月。”
图谋：“那谁为这两个月买单？假如真的‘放开使用’，正式购买的用户，理论上是
不是需要退 2个月的费用？”hui：“统一认证是不是学校自己要有统一认证系统？
@寒潮 。”图谋：“关于中国知网免费服务项目的说 明.https://piccache.cnki.

net/index/images2009/other/2020/freeservice.html《中国学术期刊（光盘
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2020年 2月 1日发布的说明。”寒潮：“应该是@hui。”
boson：“知网现在正在部署自己的校外访问，基于 Ldap协议，通过各学校统一
认证系统（如果有并且支持）登录，疫情期间免费使用。”湖商陈*：“作者为什
么下载自己的文章？你没下载过？群里没人下载过？”图谋：“那其实说明的自认
为自己的，其实已经不是自己的。期刊上发表的自己的作品，有期刊人的劳动；
从各种数据库下载的，有数据库商及相关人员的劳动。”自由的*：“@麦子 知网
不支持 vpn,提供漫游账号。”图谋：“说知网不支持 VPN，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有
不少高校图书馆是通过 VPN提供服务，只是要求更为严苛些。”雨过天晴：“我们
学校的 vpn很好。在家使用和在学校效果差不多。”图谋：“程焕文，刘洪辉，刘
洪编. 程焕文之问 数据商凭什么如此狼？[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

6.07.内容提要: 本书分为程焕文之问、图书馆界的阐释、法学界的讨论、新闻
媒体的反响、数据商的回应等栏目，主要包括:十问数据商!!!‘程焕文之问’的数
据库垄断观解读;‘程焕文之问’:原因与出路等。这本书中，给许多问题提供了答
案或参考答案。”sonorous：“VPN确实不好用，大部分得安装，自己得填写网关
端口号，地址之类的。然后好几千学生同时用的时候还容易掉线。带宽不够。”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8JEt9zqze7JT3t5NrcMMxQ
https://piccache.cnki.net/index/images2009/other/2020/freeservice.html
https://piccache.cnki.net/index/images2009/other/2020/freeservi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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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orous：“说是免费开放，其实或多或少有限制。尤其是下载方面限制比较多，
好几个数据库宣传标题上写的‘免费开放‘最后都是这样。”图谋：“其实这是非常必
要的保护措施。即便是正式购买了使用权的机构用户，同样受类似的知识产权保
护措施约束。早些年出现过，有人将他人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悉数搬走，再
做研发，加工制作成新的商品。任何一家‘免费开放’的数据库，尤其是商业数据
库，均需要做好自我保护，量力而行。”我是一*：“已经是很好的福利了。”图谋：
“近期，许多图书馆在想法设法推介各种数字资源的校外访问。数据库商提供的
各种形式‘免费服务’，一定程度上起到帮助作用，尤其是自身数字资源较少、服
务能力较弱的，可能受益更大。面对琳琅满目的数据库，高校图书馆角度从做服
务的角度，需要结合实际遴选推送，否则，目标用户并不领情。”cpulib*：“针
对 VPN拥挤进不了，其他馆有没好的办法？”sonorous：“我估计之前就没预计好
能有这么多师生同时用，增加带宽？”cpulib*：“用户使用不及时退出是不是一
大主要因素？”sonorous：“应该也是吧。。。。但是说实话，普通师生谁有这习
惯啊，用完了还得点‘退出’。”cpulib*：“是的。”sonorous：“国内的是学生都是
住校，平常不用 VPN，VPN平常使用率其实很低。这下一下子让成千上万师生同
时用 VPN 之前又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发生的情况和预案。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问
题。”雨过天晴：“我每天用 vpn感觉很好。”雨露：“很多数据库商家也不承认 VP

N，经常下载不正常。”sonorous：“主要问题就是掉线还有页面加载慢。除了馆
员和部分老师，本科生可能真不太会用 VPN吧。”雨过天晴：“难道是因为用的人
少，不是因为我们学校的质量好？”sonorous：“人大有这个。可以很好的分流，
能用 CARSI的优先用，不能用的在用 VPN，这样分流，会稍微好一点吧。” sono

rous：“面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都是冒着恶意下载的一定风险的。”图南：“下载容
易有病毒？”资深码农：“@图南 可能被脱库。”biochem：“恶意下载，批量下载整
本期刊的论文等。@图南 。”资深码农：“下载整本，都算是手下留情的。”骑鹿踏
雪：“恶意下载的前提应该是牟利吧。如果是出于学术、科研等需求，大量下载
等不属于恶意吧。”资深码农：“不区分是否牟利。如果牟利为目的，就会跟‘非法
经营’相关了。违法下载协议的，比如爬虫批量下载，都算是恶意。”麦子：“以前
很多访学，离开时大量下载，回去自己用，害得有些系的 IP封掉，再有图书馆
去和数据商协商解封。”资深码农：“就是这个意思，恶意下载，数据商很容易监
控到，封 ip了事。”扣肉：“IP设置就有这个问题。因为很难做到实名制。”资深
码农：“其实可以做到实名制，比如 qq就是每人一个，只是数据商偷懒而已。比
如卖给个人用户，就是实名制。打包卖给学校，通过 ip限制，对他们而言容易
管控。”扣肉：“很多时候，就是由于在细节处产生问题，导致整个事情的效果变
差。”资深码农：“是的。”资深码农：“注重细节，是服务的关键。”sonorous：“图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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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采购数据库还是得看自己学校师生的用量、专业是否对口、年涨幅、价格等
一堆因素，如果是对社会开放，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个用户是你们学校的，图书馆
老师采购数据库也不可能参考这些数值的。”

1.7湖北省图正式推出“以读攻毒、书香战疫”
图小锐*：“随着疫情牵动人心，湖北省图作为公共场所虽然响应政策闭馆，

却并没有停止服务。今天，湖北省图正式推出‘以读攻毒、书香战疫’系列活动，
整合线上阅读推广资源，通过 qq群、直播、视频等平台，开展荐书、讲书、诵
书活动，发动读者共同分享交流阅读心得，营造居家学习的良好氛围。为了共同
战役，本次活动第一期历时 10天，后期根据需要，还会持续开展。除此，湖北
省图近期还在一直持续介绍推广馆内现有的丰富数据库资源，大家可关注公众号
查看，足不出户的日子，可以刷视频听音乐看电影，还可以翻开嚷了很久没来得
及看的书，来一场说读就读的文字漫游。https://mp.weixin.qq.com/s/YG3yle

hYrOiWN_B0ylcz7g。”

1.8解慧采访辑录：2020精准采购、2020馆配市场走势回顾与预测等
图谋：“解 慧/采访整理.2020精准采购成图书馆界最大呼声.http://dzzy.

cbbr.com.cn/html/2020-02/04/content_10_1.htm图书馆人眼中的馆藏资源建
设有哪些变化？2020年初，我们采访了 7家图书馆，其中 6家高校馆、1家公共
图书馆。从这 7家图书馆的回顾与展望中，可一窥图书馆未来的变化与发展。总
体来看，对图书馆而言，2019是颇具挑战的一年。图书馆采购经费缩减，出版
社新书品种持续减少，让图书馆采访工作发生诸多变化。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建设
也随之发生四大转变：转变一，全馆藏向特色馆藏资源转变；转变二，馆藏资源
比例调整，纸电同步需求增大；转变三，采购经费缩减，精准采购日益凸显；转
变四，专业书复本量稳定，大众书复本量持续减少。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仍然存
在，图书馆与出版社的之间的沟通仍然不畅通，新书信息滞后；订货保障率下降；
数字资源库同质化严重；多介质的精品图书依然是图书馆所需。”

图谋：“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解 慧/采访整理 采访对象及观点（或标题）：
于浪川（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大套书重新纳入采购计划；黄小强（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纸质资源仍然是重头戏；于兆军（河南大学图书
馆采编中心主任），纸质资源愈加注重精准采购；谢永乐（广州图书馆采编中心），
数字化阅读服务让馆藏建设面临大变化；胡宁（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采编部主
任），人大馆资源建设迎来五大变化；张小兵（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做
好文献资源建设极具挑战性；刘建平（东华大学图书馆），图书馆对大纺织文献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YG3ylehYrOiWN_B0ylcz7g
https://mp.weixin.qq.com/s/YG3ylehYrOiWN_B0ylcz7g
http://dzzy.cbbr.com.cn/html/2020-02/04/content_10_1.htm
http://dzzy.cbbr.com.cn/html/2020-02/04/content_10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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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有需求。”
图谋：“解 慧/采访整理.2020馆配市场走势回顾与预测.http://dzzy.cbbr.

com.cn/html/2020-02/04/content_11_1.htm2019年，新书品种减少，纸价、图
书定价上涨等因素，使馆配市场面临总量上涨、折扣下降的窘境和挑战。 2

020年，出版社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图书馆的多元需求，出版社的服务将不断
革新。比如电子工业出版社将大力推进纸电一体化营销工作；科学出版社与中华
书局继续开拓新的馆配领域，在公共图书馆与中小学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上发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开拓细分市场，加大公共馆和中小学图书馆市场的营销力
度，为出版社不同类型的产品匹配合适的终端；化工出版社将继续围绕‘精细化
服务’和‘精准营销’开展馆配服务；清华大学出版社面对图书馆纸电一体的呼吁，
将建设多元化的数字资源平台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总体而言，面对当下馆配会密
度过大，低复本馆明显增多，采购复本下降趋势明显，数字资源市场扩大等状况，
出版社正在寻求新的破局之路。”

图谋：“解慧/采访整理.2020馆配市场如何做？.http://dzzy.cbbr.com.cn

/html/2020-02/04/content_9_2.htm每年，邀请馆配商老总们亮相，细数他们
这一年的得与失，已成本报惯例。 2020年初，我们邀请 6位馆配商对上一
年的馆配市场进行盘点，对新一年进行展望。他们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区域性的，
无一不耕耘多年，对市场有敏锐把握。 希冀通过他们的回答与思考，便于我
们寻找一年来图书馆馆配市场的发展脉络，也让人见微知著，捕捉未来市场的风
向和机会。”
图谋：“《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0年 2月 4日‘中国馆情’专刊。采访整理者及多
位采访对象为圕人堂成员。感兴趣的成员可以进一步关注与阅读。”
洞庭水手：“爬虫直接用工具啊 简单粗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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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悟科研

2020-2-6 11:53

一方面，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一方面，每个人的境遇有所不同。个人认为自

身属于比较幸运的，有幸走近科研、服务科研，不时还会萌生投身科研，为科

研“添砖加瓦”的念头。时至今日，虽然碌碌无为、乏善可陈，但还是时不时苦

思冥想、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个假期受疫情与舆情的影响，没有心思认真读

书， ...

个人分类: 圕人堂|47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闲话图书馆数字资源与服务

http://www.artlib.cn/
http://dzzy.cbbr.com.cn/html/2020-02/04/content_11_1.htm
http://dzzy.cbbr.com.cn/html/2020-02/04/content_11_1.htm
http://dzzy.cbbr.com.cn/html/2020-02/04/content_9_2.htm
http://dzzy.cbbr.com.cn/html/2020-02/04/content_9_2.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7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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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24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7243&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724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1724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724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1724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69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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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4 15:44

近期，许多图书馆在想方设法推介各种数字资源的校外访问或远程访问。数据

库商提供的各种形式“免费服务”，一定程度上起到帮助作用，尤其是自身数字

资源较少、服务能力较弱的，可能受益更大。面对琳琅满目的数据库，资源类

型多种多样、使用方式方法迥异、授权方式不一、开放程度不一，图书馆从做

服务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1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目录

2020-2-2 10:21

本文分享《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王启云.图书馆学漫笔——
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11.）目录。可以以目录为线索，

通过科学网博客中“按标题搜索”搜索功能，找到相应博文阅读全文。书中内容

是以博文为基础进行了进一步编排与修订。 目 录 第一辑 ...

个人分类: 圕人堂|41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圕人圕事：流浪小哥回家了

热度 1 2020-2-1 15:59

图谋按 ： 圕人堂周讯（总第 299期 20200131）组织了”圕人圕事：木木贝救

助流浪者“专题。2020年 2月 1 日 15:37，木木贝老师告知：“刚刚接到他家人

的电话，流浪小哥已经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了”。本文为木木贝老师 QQ 空间

中记录的纪实故事《流浪小哥回家了》，发布时间为 2020-1-31 16:16，经作者

许可全文照发。 ...

个人分类: 圕人堂|470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热度 1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4个文件。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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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94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694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694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1694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694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1694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6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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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54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654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654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1654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654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1654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64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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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44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21644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6446&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6446&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1644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6446&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16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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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圕人堂周讯（总第 299 期 20200131）组织了”圕人圕事：木木贝救助流

浪者“专题。2020 年 2 月 1 日 15:37，木木贝老师告知：“刚刚接到他家人的电

话，流浪小哥已经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了”。本文为木木贝老师 QQ 空间中记

录的纪实故事《流浪小哥回家了》，发布时间为 2020-1-31 16:16，经作者许可

全 文 照 发 。 全 文 见 ： 木 木 贝 . 圕 人 圕 事 ： 流 浪 小 哥 回 家 了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6446.html 木木贝老师将“科学

网圕人堂专题”稿酬 200 元，回捐给“圕人堂发展经费”。2020 年 2 月 7 日，

“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3993.13 元。

（2）自 2 月 3日起至 3 月 10 日“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免费开放。登

录网址：https://www.artlib.cn/ 用户名、密码均为：we2020 。《世界艺术鉴

赏库》是一个满足互联网+时代全方位艺术鉴赏需求的产品。自 2015 年 3 月开始，

《世界艺术鉴赏库》持续捐助“圕人堂发展经费“。2017 年圕人堂建群三周年

活动之际，曾举办圕人堂“世界艺术鉴赏”知识竞赛活动（《世界艺术鉴赏库》

提供价值 5000 元奖品）。圕人堂这些年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世界

艺术鉴赏库》的关心与支持。

(3) 本周是圕人堂存在第 300 周。圕人堂的存在，确确实实让不少圕人切实受

益，这是有意义的事情。由衷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期待明天会更好。图谋的

所做所为，不当不周之处，祈请海涵。有些敏感话题，大部分人是知道不能碰的。

圕人堂没有选择关闭，主要是希望提供一个通道，试图减缓一些压力，稍微注意

一下边界，还是有不少内容可以交流与分享的。如果是被封、被解散，可能后果

很严重、很糟糕，于相关成员及“群主”均非常不利。

（4）2020 年 2 月 7 日 14:00，群成员达 2644 人（活跃成员 443 人，占 16.7%），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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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圕人堂专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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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6446.html
https://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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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圕人堂QQ群知识库

http://lib.nit.net.cn/tuan/

www 老师研制。内容源自近 300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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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it.net.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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