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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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与征集

会议君： “图书情报 |第一届档案学研究生学术论坛 5 月济南举办
http://url.cn/5vcbANG。”
会议君：“图书情报|第二届‘连线长三角，对话图情档’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征
文通知）http://url.cn/5tEBchJ 。”
图谋：“‘图书情报应急服务与管理’专题征稿启事 http://url.cn/5vt6G75。”
会议君：“图书情报|中国科协“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作品征集活动/全国报刊索引
机构版 http://url.cn/5UTbKoz。”
会议君：“图书情报|第 43届世界期刊大会 9月葡萄牙召开/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
http://url.cn/5FSn4EE。”

1.2 招聘信息

河 北 师 大 * ： “ 河 北 师 范 大 学 图 书 馆 招 聘 信 息
https://zpjob.acabridge.cn/wwww/career/view/?cid=77958 。”

1.3 圕人分享

图谋：“顾犇.图书馆界口述史的一部力作——评《口述史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员
的视角》. https://mp.weixin.qq.com/s/qgbVXkMolq2CYaJ5tBIw4w。国家图书
馆研究馆员、中国记忆资源建设总审校全根先撰写的《口述史理论与实践：图书
馆员的视角》近日已由知识产权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对于中国口述史界特别是是
图书馆界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图谋：“汤晓斌 .推荐一个使用雨课堂在线授课的最简单且有效方案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69422-1218696.html。最基本条件：PPT课
件+网络+电脑（Windows + PowerPoint办公软件）+麦克风（笔记本电脑自带）
+喇叭/音箱（笔记本电脑自带）+雨课堂（电脑上安装好），外加一个任课老师！
汤 晓 斌 . 第 一 次 完 整 使 用 雨 课 堂 网 络 在 线 授 课 的 体 会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69422-1218692.html 。”
图 谋 ： “ 魏 瑞 斌 . 网 络 教 学 平 台 2 — — 学 堂 在 线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13146-1218948.html。这两天大家都开始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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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做在线教学的资料。这儿的雨课堂不错。雨课堂由学堂在线与清华大学在线教
育办公室共同研发，旨在连接师生的智能终端，将课前-课上-课后的每一个环节
都赋予全新的体验，最大限度地释放教与学的能量，推动教学改革。”
图 谋 ： “ 洪 晓 强 . 直 播 线 上 授 课 的 试 课 体 会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248118-1218602.html。本学期将采用线上
授课的形式。下周就要正式开始上课，上午做了一次线上教学路演，主要测试下
学生端的直播是否顺畅，做一个小总结。我使用‘腾讯课堂’直播+‘雨课堂’练习题
推送的形式。”
图谋：“陈建辉。高校在线直播课堂实施操作办法 http://url.cn/5zcF4a4。”
笺：“ https://mp.weixin.qq.com/s/duKPYVjEQezUPBR4Hb-XxQ，2019年数字人
文奖开始投票，国内有几个项目。”万寿寺*：“有上图、南大，还有哪家？”
会议君：“聊一聊特殊时期的‘硬通货’——口罩 http://url.cn/5TgGBBd。”
扣肉：“‘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世界上最壮丽的宫殿是藏书最多的图书馆’。
来自 Redmi K30 6400万超清相机下的深圳图书馆.喜欢请点赞。今天你读书了
吗 ？
https://weibointl.api.weibo.cn/share/124756282.html?weibo_id=44737423

92599234。”

图 谋 ： “ 《 图 书馆报》 / 《新华书目报》推出抗击疫情专题报道

http://url.cn/5QJIzRJ。”

1.4 日常讨论

1.4.1 疫情防控环境下的图书馆消毒与开放问题
sonorous：“鉴于群相册的《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里面有好多都拍摄的是图
书馆内部的结构，我在想，这要是真开学后消毒可真费了劲了，不得来个全体馆
员大动员啊。”娟子：“开馆后电子阅览室是否可以开放？这个跟疫情期间网吧暂
停营业有没矛盾？很难界定。”sonorous：“电子阅览室跟网吧相提并论？”扣肉：
“电子阅览室可以开放。你纸本书阅览室可以开放，电子阅览室就可以，做好消
毒工作就可以的。桌椅、电脑都可以用消毒剂擦拭的。不过电子阅览室的电脑排
列一般比较密，要做好读者的隔离工作。可以参照火车的隔座售票实行。具体还
要馆务会讨论后决定。”sonorous：“肯定得全馆开会讨论，图书馆那么大面积，
那么多部门。消毒工作不是一个人两个个一个部门几个部门能干完的。肯定得听
领导指挥，统筹安排，写个文件，齐心协力。”扣肉：“电脑键盘、鼠标一般都是
塑料制品，用酒精消毒就够了。但是要注意询问读者有没有酒精过敏史。含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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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液有可能在电子阅览室这种通风不畅的地方滞留氯气，使用时要注意按照卫生
防疫部门的指导选用。各馆可以询问当地疾控部门高校或图书馆的有关指引。各
地疫情存在差异，不能简单套用。”
扣肉：“按目前来看，很多高校都是正常上班。但是不一定开馆。大家可以考虑
一下，以前开馆不敢干的工作，可以安排这个时候做。这个时候可以盘库，可以
倒架，可以编目。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清凉桐影：“是一定不开馆，不是不一定
开馆。”扣肉：“我已经知道有的馆开馆了。”二木：“现在不敢开吧。图书馆人流
密集，伤不起。”扣肉：“但是不能自习，不能阅览，只提供借还。学生远程下单，
在门口自取。跟快递差不多。”清凉桐影：“很好奇还回来的书如何消毒处理。”
扣肉：“暴晒七天就可以了，并不需要专门消毒。”清凉桐影：“这个季节有提供暴
晒的太阳？”扣肉：“北京今天很热。”清凉桐影：“热到能暴晒？”木木贝：“可以把
书隔离14天。”扣肉：“ https://mp.weixin.qq.com/s/JOKWpYM9Em3_0EfmkCPlog ，
果壳公众号的文章，关于纸张是否有可能传染新冠病毒有一些可供参考的内容。”
sonorous：“图书馆如果开馆，我估计还得限流吧。”扣肉：“图书馆限流倒不一定，
因为没有办法限流，但是可以把阅览区的桌椅撤掉一些。”sonorous：“或者阅览
室限流，阅览室座位间隔一米。进馆需要佩戴口罩，门口量体温。”扣肉：“大多
数桌子不能移动，因为下面有电线。”叮咚：“开馆就得等开学了。寒假留校的学
生还是比较少，闭架借阅能满足，学习的话还是呆在宿舍比较好。”二木：“图书
馆这种人流密度大的区域，应该慎开。”资深码农：“简单的方法，每天限制 100

名进阅览室的，完事。”sonorous：“每个进来的必须登记手机号和学号，万一哪
个感染了，好联系上其他人。”叮咚：“第 101名会问为啥不是 80不是 120而是
100名？”二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叮咚：“是，教育部和学校都怕聚集不让
返校，图书馆这个时候应该配合学校工作。”
sonorous：“开学的同时会同时开馆吗？还是先开学，然后开馆时间会延迟几天，
大面积消毒再说。”中原劲草：“除非贵馆有详尽完整的应对群体防疫工作的预案
并演练过多次，能够很好地处理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然还是遵从上级有关部
门的安排，先做好消杀和防护，别给自己找事，毕竟这不是小事，一旦出了问题
没人能担得起责任的。”sonorous：“有道理，一个消防演习都得演练好多次，更
何况这次疫情。这次这么突然，高校一般 1月 10-20号放的假，根本来不及弄预
案并演练过多次。”中原劲草：“图书馆等公共服务单位应当借此次疫情也好好学
习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涉及公
共安全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减少自身盲目性的作为。”
图谋：“上海市图书馆学会.抗击病毒，图书馆的消毒设备准备好了吗？
https://mp.weixin.qq.com/s/Tp1alBKS4wuRuy3ScI_d9Q ，疫情即将出现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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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图书馆也即将开放服务，在开馆前后，消毒可能是必须要做好的一项安全防控
措施。那么，应该如何做好消毒工作？如何选择适合的消毒设备？目前市场上都
有那些消毒设备？可能是每个图书馆近段时间热议最多的话题，需要及时获得解
决途径。为此，本公众号对网上林林总总的消毒设备，以及图书设备供应商推荐
整体解决方案进行汇总，希望能对图书馆所有帮助吧！”sonorous：“看了，估计
真正实操起来，工作量会很大。估计没个一星期消不完毒吧。”广州书童：“图书
消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sonorous：“春节前，公共图书馆陆续刚闭馆，就
有记者采访某馆员，问的馆员一头雾水，没想过这问题，记者居然先想到了。”
扣肉：“我们上学期提出这个话题，我就研究过。结论是图书消毒更多的是心理
作用。就是有人觉得图书很脏，上面有很多细菌和病毒，所以必须消毒。然而他
们连病毒和细菌都分不清。”中原劲草：“图书在南方最容易滋生的是霉菌，在北
方是灰尘和螨虫等，病毒应该是居其次的吧？”

1.4.2 疫情防控环境下的免费资源推介
木木贝：“请教一下，除了图书馆杂志公众号整理了免费资源助力学习科研（一
共发布了 2次），还有其他杂志社有开展相关的工作吗？感谢！”图谋：“一家做
了就好。家家都做实在无此必要。《图书馆杂志》的搜集与整理很靠谱，简明实
用。”木木贝：“能再有 1家就好了有小伙伴发现的话请告诉我，谢谢。”图谋：“N
家图书馆有做。个人建议是在《图书馆杂志》微信公众号所做工作的基础之上，
结合自身实际（校情、馆情），遴选数种适合推介的，予以重点推介就好。”木
木贝：“是的。但杂志社很少。”图谋：“为什么是‘杂志社’？”木木贝：“我不是推介，
是在了解各类型组织的行动。”图谋：“《图书馆杂志》做此项工作，很大原因是
该刊‘由上海市图书馆学会与上海图书馆联合主办’。目前为止，第一次推送 6941

次阅读，第二次推送 4526次阅读。实际上值得各级各类图书馆及其用户进一步
关注与利用。”
boson：“ https://ds.carsi.edu.cn/resourcelist.html ，这是 carsi 的资源
列表，还在不断增加中。”
sonorous：“大放送！33 家古籍资源汇集，网上免费阅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http://url.cn/5r7NzqV 。”
sonorous：“抗‘疫’期间，助推线上学习再发力——中国图书馆学会通过‘读联体平
台’推送免费资源/中国图书馆学会 LSC http://url.cn/5HQ1Qwt 。‘读联体·数字
共享阅读服务平台’。”
cpulib：“前面有一些图书馆发的免费资源，满满一大堆，看了那使用程序估计
没人愿意用。图书馆应该在中间起简化程序，而不是直接转发。”图谋：“国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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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微信公众号那个，也许是一种访问方式，但是效果确实有问题。我随机试了
试。换浏览器看看。推介的资源需要先测试。否则会很被动。chrome浏览器打
开国图那个链接也是有问题。有可能是网络拥堵导致。大面积宣传，有时也是问
题，用户激增，影响使用。我这个时段实际测试的结果是用不起来。”sonorous：
“疫情突然，带宽没准备好一下子应对这么多师生访问。”
图 谋 ： “ 王 启 云 . 疫 情 防 控 期 图 书 馆 资 源 推 介 工 作 之 我 见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8597.html。‘作为一名负责数字
资源建设与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工作者，从 2020年 1月 28日开始密切关注疫情防
控期图书馆资源推介工作，并积极与相关数据库商沟通，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这篇是我上午梳理的一篇博文，供参考。”
37度男人：“请问各位，万方疫情期间是不是也免费开放了？因为在校内无法测
试到。”石头：“是的。”图谋：“可以参阅上面的：王启云.疫情防控期图书馆资源
推介工作之我见.至于测试方法，校内测试方法也简单，比如直接用手机运营商
的网络（关掉校内 wifi）。”
skyler：“万方在疫情期间开放使用吗？”37度男人：“我上午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后面我联系了万方，可以申请学校漫游账号。”skyler：“我们根本就没有买万方。”
37度男人：“没购买？那就不会开。用别的吧，维普、超星都是开放的，不限制，
维普只需注册一下。”skyler：“其实知网我们买了全库的。其他都不买。”37度
男人：“知网开的是研学平台。维普或者超星吧 。”

1.4.3 EBSCO推介
扣肉：“ebsco 现已陆续对各馆提供远程访问链接，免用 VPN。大家可以和销售尽
快联系。”图谋：“扣肉老师提供的信息，我进一步了解了。Ebsco提供 Shibboleth

的 CARSI服务以及账号密码的方式，远程访问服务需要付费并且配置服务器。安
徽省高校是由教育厅出面提供了‘安徽省高校图书馆 EBSCO资源校外访问平台’。
ScienceDirect数据库提供了机构邮箱认证授权远程访问；Springer也提供了一
种校园网 IP范围内用邮箱注册账号，自动获得远程访问权限。刚开始，我以为
Ebsco也已提供了类似的授权远程访问方式。基于 Shibboleth 的 CARSI服务，
这种形式对于不少高校来说过于高大上。个人了解到当前中国知网、springer

等，他们也提供了这种方式。”扣肉：“不是 shibboleth。我校从 ebsco 获得了
一个链接，类似于 Proquest。学生直接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上了。并不需要基
于 carsi 先登录。”boson：“如何认证身份？”扣肉：“其网址类似于 ebsco.cc/

学校名。特殊时期可能数据库商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不太关心了。国图早就发
了类似的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Wvsly7HjEw7fiD4WmWdVw ，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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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的文章，只需一个链接就可以了。EBSCO也提供了类似的服务，可以和
数据商联系根据本馆订阅的数据库生成链接。其它数据库，很多也接入了 carsi，
本馆可以根据情况选择适合的方式。如果认为外文数据库不是本馆读者访问的主
流，可以委托知网进行校外部署认证。目前知网不对此服务收费。并不需要加入
carsi。但是知网的服务，只能帮你加入知网，由于不加入 carsi，其它数据库
不能搞定。”
Sunny ： “ 这 是 又 一 款 查 找 外 文 资 料 的 好 助 手 / 国 家 图 书 馆
http://url.cn/5In17OK 。EBSCO 公司为国图读者开通了直接访问国家图书馆采
购的 EBSCO系列数据库(13个)的权限，以及 DynaMed医学数据库的试用。”
图谋：“关于 Ebsco，我是联系了数据库商，对方给了明确答复。”扣肉：“这样啊？
我就是因为已经收到了类似的链接，所以在群里广而告之一下。”图谋：“我刚才
实际试了国家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的"这是又一款查找外文资料的好助手"。实际
用不起来，检索无结果反馈。”扣肉：“也就是正文打不开吧。”图谋：“总之是有
故障。”
sonorous：“美国流感的时候，美国的 EBSCO数据库商像国内疫情中国这些数据
库商这么免费开放资源了吗？”扣肉：“据我了解，很多美国大学加入了有关的身
份认证联盟，学生可以直接通过 shibboleth 登录到数据库，在校外本来就能用，
反正是学分制，即便不是非常时期，远程授课也是很多的。”小菜：“他们很多慕
课都承认学分的。”麦子：“都是这样，如果不用这个，你也就不要卖数据库了。”

1.4.4 高校图书馆工作质量评价
日月：“‘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质量评价’学术研讨会其他专家的材料有吗？希
望也建立个‘图书馆排行榜’。图谋可以理解，向您这样图谋天下，无私奉献者很
少，有些人只是在乎个人名利知识产权，也有些只是制造文字垃圾，回避问题，
粉饰太平，与事业发展无补。只是这次关于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质量评价倒是很
有意义，但由于高校图工委是个虚体组织，恐怕专家的推动力也很艰难，但如果
叶教授真能定期发布‘高校图书馆排行榜’，对图书馆的促进也是正能量，万一被
纳入双一流的评价指标，加大推动力也并非不可能。”

1.4.5 如何做好资源推介工作
图谋：“扣肉老师分享信息是出于好意，但会给部分成员带来困扰。比如馆领导
看到扣肉老师分享的信息给下属布置任务，认为一定可以搞定，实际上还真搞不
定，这就会让相关成员有点囧了。还有中图学会微信公众号那篇《中国图书馆学
会面向广大会员和图书馆工作者免费开放‘会员学习中心’系列精品课程 》，我知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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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好些图书馆馆领导积极转发给馆内群。实际上仅限‘会员’能用，一个馆会员很
少，甚至有的一个‘会员’也没有。这就尴尬了。”sonorous：“这时候，作为下属被
安排’任务’馆员真是有苦难言，瑟瑟发抖。”图谋：“那倒不至于，就是需要更深入
更扎实了解情况，如实汇报。”扣肉：“我也被领导硬塞了很多不知所谓的数据库，
要求发文向读者介绍。尤其某些内容，明显与本馆乃至本校的学术发展毫无关
系。”图谋：“有些资源是自身购买的资源与服务比当前‘免费’的更好用，更管用。”
扣肉：“是的，我也是这么跟领导讲的。”图谋：“胡乱推荐，其实用户是反感的。”
扣肉：“我们已经签订了合同的数据库，能够尽量提供方便的途径给读者使用，
这是图书馆为读者和学校负责的表现，而我们馆领导一意孤行要推荐某个单一的
数据库，我只能往一些不好的方面联想。”sonorous：“一个学校 2万师生，公众
号能有多少人看？”图谋：“多少人看，还是可以做到大致有数的。”扣肉：“我觉
得，特殊时期加强参考咨询工作才是高校馆的工作要点。因为参考咨询工作，不
依赖于读者到馆，且可开展的工作很多。”sonorous：“问题是师生没开学，散落
全国，甚至世界各地，不好开展特殊时期图书馆服务工作。其实这些数据库开放，
被批量下载，软件爬取数据，等等也是问题。”图谋：“国家图书馆今天发布的这
篇微信推文目前有 1.1万次阅读。我留意到 EBSCO营销人员也在转发，说明服务
是可信的。未来数天估计会有更高点击。”扣肉：“我在撰文推荐知网校外访问的
时候，注明我馆并没有订阅知网的所有数据库，如读者有其它需要可通过其它途
径尝试进行文献传递，也可联系参考咨询馆员获得帮助。结果整段话被馆领导审
稿时删除。我只能说，领导跟我想的确实不一样。”sonorous：“那估计会有读者
打电话问为啥没权限访问之类的问题吧。”图谋：“需要换表述。这类问题很常见。”
扣肉：“并不是。因为撰文之时此服务还没有调试完成。我还是那句话，我和馆
领导想的不一样，而且我可能永远到不了他的境界。我们前任馆长，是留洋回来
的教授，思想很前卫，有自己的想法，对下属的想法很尊重。然而他到点退休了。
我找我们前馆长的时候，不管我怎么向他汇报，他总是说，需要我做什么。而副
馆长是，我有一个想法，你下次在馆务会上提一下。而他的这个想法，是自己杜
撰的，又或者是厂商推销的。我们基层的想法，都是来自于服务读者一线，以及
和兄弟馆交流的时候产生的火花。而在多人说服无效的情况下，他仍然一意孤行。
我们就非常不能理解。”我是云：“我们馆长多也是正高职的，学校选派来的，来
的时候可能生涩些，但改变快，机关来的通融、系里来的易高姿态不算太讨喜，
但都会说话，令人心悦工作积极向上，有两任常跟我们交流，是对工作的想法能
达成共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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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图书分类——国别
姜*：“请教一个分类问题：不列颠鱼类志一书，如果需要细分到国别，给分类号
是 Q959.408（561）还是给 Q959.408.561？”南理工刘*：“以我遇到的分类，国
别在后的一般都是加括号。”

1.4.7电子书传递服务中的版权问题
西安图人：“哪位老师帮忙找一下这本书的电子版，谢谢！建设工程计量与计价
实务(电气安装工程)；书号：7516026458；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李永忠主编；
2019年第 1版。”
图谋：“这样的新书（且是教材），纸电同步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获取电子书
的可能性也非常低。还不如试着到网上书店购买。有少部分馆有做新书数字化加
工，数字化之后的馆藏，原则上仅限图书馆范围内（有时‘延伸’至校园网 IP范围
内）。对于新书，读秀更多的是提供试读页（帮助宣传图书）及馆藏线索。比如
有的书，若本馆已有纸质馆藏，且及时提供给读秀挂接了，马上就揭示出本馆有
该书，该书在哪，是否可借。一般情况下，新书解决版权问题（数字化传播）会
滞后一些。对于存在侵权或者可能存在侵权的行为，需要适当注意方式方法，圕
人堂一定意义上算是公开场合。比如成员间私下交流与分享，问题不大，但若在
圕人堂公开，则可能留下把柄（比如截图为证）。图谋，已多次收到友情提醒或
者来自利益相关者的批评。敬请谅解！”西安图*：“是的，文献传递每次可以 50

页。”图谋：“可以‘文献传递’的，表示部分解决版权问题，否则是侵权的。”
sonorous：“国内出教材的出版社，一般只出纸质版的，不出电子版的。找到电
子版的，也是影印的。要是被出版社发现，肯定是侵权的。”biochem：“貌似不
少教材附光盘。”sonorous：“附光盘的找到电子版的更没意义了，比如韩国语的
教材，光盘里都是韩语录音，找到电子版影印的书，没光盘内容也不利于小语种
的学习。”图谋：“有的出版社和作者，版权意识特别强。这几年多家出版社和作
者的书从电子书平台中下架了。不时会碰到用户问，某某书以前可获取，怎么现
在不可以。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解决授权问题。授权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原则
上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出版社、作者）授权才可以。用户索要新书电子书，是
图书馆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我自身经常遇到，并试图理清楚。有些东西，很
难理清楚。相关方面自己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实践中还曾遇到，有的老师发现自
己的书在电子书平台中可以获取，立即截图并与图书馆联系，追问为什么？电子
书平台说是出版社授权了，出版社说没有。结果是，很短时间内该书下架了。类
似的问题，之前网络上获取一些音乐特别方便，现在已不那么方便了。会告知需
要有偿使用。”biochem：“是啊，以前百度音乐随便下载。多年前我下载了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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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老歌。”sonorous：“纸本教材相应的电子书，除非是出版社自己制作出版的，
要不然质量，清晰度，排版可能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影印版的。而且从销量上
考虑，比如特别新出版的纸本书，要是出版社都弄成了电子书，那对纸本书的销
量影响会很大，都用电子书，没人买纸本教材了。主要是国内老师不光要这本教
材的电子书，还必须给免费帮他下载下来。”图谋：“如果真的做到了免费帮下载
下来，有可能成为侵权证据。”节能：“有一家数字服务公司在学校由图书馆牵头
建立服务群，为老师们提供电子资源。最近，要电子书的数量较大。应该不止在
一个区域建群开展服务。搞不清如果有了问题，图书馆会是怎样的责任？”图谋：
“需要尽可能撇清责任。”节能：“他是免费服务。但我还是觉得不太安心。”图谋：
“提供服务方，通常情况下，他们也会想方设法撇清责任。”skyler：“我们老师要
不到电子书，还很生气。”图谋：“生气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比如不了
解相关法律法规约束。”sonorous：“老师是想免费下载下来电子书，自己是不想
花 1分钱的。然后又找不到免费的，这时候就会求助于图书馆，也是免费的途径，
不用花 1 分钱。而且老师要的电子书没准是那本教材的第 7版，网上只有第 5

和 6版的电子书，找了也白找。”图谋：“尽可能地增进了解，会有所缓解。图书
馆不是万能的。实际上，还有许多文献，图书馆是真没有。”诲人不倦：“图书馆
都没有，很少有地方有了吧。”图谋：“有的用户认为图书馆啥都有，一家图书馆
拥有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即便是全体图书馆拥有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还有部分
资源，倒确实是有，但很难找出来的。”
sonorous：“教材的大出版社：外研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这些
官网上都很少有纸本教材的电子版。”图谋：“这大概属于‘经营有方’范畴。假如电
子版有足够的盈利空间，那就可以有。”sonorous：“如果有专门的数字服务公司
帮忙找教材的电子版。那估计找到的也是有版权问题的。”图谋：“纸本教材脱胎
于电子版（书）。”sonorous：“除非那家数字服务公司跟外研社，高等教育出版
社有合作，把他们的教材给数字化了，不过国内好像没这种合作。”图谋：“部分
出版社，自己也在做电子书，比如清华大学出版社、海洋出版社等等。”sonorous：
“免费下载几乎是不可能的。”图谋：“任何免费，均是因为"有人"付费或付出了。
高校师生，很多人认为图书馆资源是免费的，实际上，大多是机构名义付费使用。”
sonorous：“电子书数据库，就算买了，也不能批量下载教材类的电子书，现在
老师一要就好几本的要。有的老师一下子要四册，还必须是第三版的，我只在百
度网盘里找到了第一版的第二册书。教材一般分上下册，或者学生用书 1234册，
教师用书，还分不同的第一版第二版，找起来太费劲了。”
徐徐清风：“图书馆员应该坚守文献传递的底线，擦边球的事情可以偶尔做做，
私下做做，如果当做正常的工作公开为师生服务，个人感觉不可取，也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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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桐影：“赞同。”诲人不倦：“违反那条法了？”图谋：“不知道违法哪条法，不
一定不违法。圕人堂中的文献传递请求，也同样确确实实是要尽可能地注意方式
方法。”诲人不倦：“文献传递守底线是为了规避风险，但可不一定就违法。”节能：
“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版权意识是应该是图书馆对用户信息素养教育的一部分。
说实话，我认为高校教师应该有这个意识的。有时候，他们的要求是故意闭眼提
的。”诲人不倦：“信息素养是一方面教学生版权意识，一方面用 scihub大肆下
载文献吗？”skyler：“老师要到了电子版还把它传到百度文库上去赚积分，我很
气愤。”sonorous：“整本电子书就连电子书数据库都不一定能像百度文库那样整
本下载，外文电子书数据库很多都是一本电子书岔开按照章节或者页数，每次下
多页的方式下载的。”

1.4.8 韩语自学教材与网上教学机构
扣肉：“如果要自学韩国语，建议到网上的世宗学堂，那是一个类似于孔子学院
的机构。完全免费的。现在在国外进行韩语教学，主流的都是用世宗学堂的教材。
学历教育的韩国语教学，我不太清楚。但是世宗学堂是类似于孔子学院的机构，
教材相当正规，适合各个国家的爱好者自学或者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如果你在北
京、上海、西安等地，还可以免费参加世宗学堂的线下面授课程。”
图谋：“扣肉老师提供的线索，很给力，我也进一步了解一下。世宗学堂
（Sejonghakdang）是韩国政府为韩国学生和教师提供综合研究和信息服务的品
牌名称。世宗学堂有望发展成为韩国学习品牌或世界各地教育机构。
Nuri-Sejonghakdang是一个为学习韩语的学生和教师提供远程教育系统和相关
综合信息服务的网站。该网站是由韩国不同部委（包括韩国文化部，韩国体育和
旅游部，韩国教育部，韩国科学部，韩国科技部，韩国外交和贸易部，韩国卫生
和福利部，韩国司法部，韩国语言研究所，韩国国立国际教育，韩国海外韩国人
基金会和国际韩国语基础）联合建立的一个韩语学习网站。（信息来源：
http://www.kguowai.com/html/26487.html ）。”
扣肉：“以现在大多数人的惰性，还是参加正规培训班比较好。自学的话，很难
纠正自己的发音。很多比较困难的语法，自己很难领会。我记得我刚学韩语的时
候，老师留的作业真的很多，就是逼迫你要在课后自己花时间复习。”
sonorous：“韩语教材老师指定要某一个版本的：韩国语听力轻松学·初级 (有声
版)，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1143841，希望能免费下载下来发
给他。是这所高校有韩语专业，老师要用这本教材进行教学，但是找不到，所以
才求馆员。京东只有这本书的纸本版，而且还因为疫情延迟发货，老师着急要电
子版的进行远程教学。” 扣肉：“不知道是否可以联系北大馆，或者北大出版社，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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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购一本。不过，初级听力的话，其实比较容易。可以找其他教材的类似内容
加以学习吧？只要保证知识点覆盖，特殊时期用哪本教材我感觉问题不大。”蜂
鸟：“看看畅想之星上有没有，用 ISBN号搜索。”
扣肉：“我原来在世宗学堂上过唱歌学韩语，看韩剧学韩语，都很有趣味。老师
会根据学生的水平选择合适的内容给大家讲授。这本书在淘宝有多家店铺在售，
可以与客服联络，是否可以加急发货。”

1.4.9图书馆在线课程
南开图：“老师们，数字图书馆的在线课程，现在是不还没有？”
扣肉：“今日程焕文老师在中国大学 MOOC上的课程，图书馆管理，突然全部更新，
所有课程均已上线，大家可以慢慢学习。”
图谋：“关于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网络课程问答某成员：听说您做了一个文档，
总结了全部图情档网课？能不能发给我？谢谢！图谋答：我不大可能有这么多时
间和精力。我也是作为圕人堂群成员之一，零星分享一些信息。圕人堂大窗中的
信息，精华部分收录在《圕人堂周讯》之中。可以进一步关注与利用。另一种方
式，群消息记录中，检索‘课程’，可以检索到多门课程，有部分是我参与分享的，
部分是其它成员分享的信息。系统梳理全部图情档网课，这是很难做到的，需要
大量时间和精力。因为平台众多，使用方法各异，而且是动态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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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以参考这个汇总表，找寻
自身需要的内容。”
老 田 / 图 谋 ： “ 董 彦 辰 . 信 息 资 源 管 理 类 MOOC 课 程 推 介 .

https://mp.weixin.qq.com/s/IcvxX0BP201KmZWXwcgkwQ

‘信息素养已成为当今时代人们的必备素养。想要系统学习知识管理却无从下
手？想要自学入门数据科学却找不到资源？察言观数为大家整理了国内众多高
校开设的「信息资源类」慕课，供大家学习参考’。顺着老田提供的线索，进一
步推介。这篇微信整理了 25门信息资源管理类课程，有较高参考价值。确实是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均有涉及。”
易凌/图谋：“图情会.图情档网络课程汇总. http://url.cn/56WCVrG,该信息整
理了 32门网络课程。”

1.4.10 堂内在线问卷
郁郁：“各位老师好～请问可以在群里发问卷吗？”
biochem： “ 图谋： ‘ 关于利用圕人堂开展问卷调查办法（建议稿）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IcvxX0BP201KmZWXwcgkwQ
http://url.cn/56WCV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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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54025.html，关于利用圕人堂开展
问卷调查，现提出以下建议：1.内容需与圕主题相关，问卷符合相关规范。2.

回馈方式：（1）红包形式，可以是随机形式，也可以是有针对性发放给参与调
查的个人或群体；（2）资助‘圕人堂发展基金’（《圕人堂周讯》大事记予以记录，
金额 50-1000元为宜）；（3）适当时机适当形式分享相关调查所取得的成果。”

1.4.11 疫情防控环境下的电子书需求
skyler：“请问群里谁有电子工业出版社销售人员的联系方式，现在老师想要教
材电子化的呼声很高，都来问图书馆了。”hero8151：“是不是该由教务处统一付
费？”skyler：“教务处从哪里领这笔钱，难道退人家纸质书，把这笔钱拿来买电
子书？”sonorous：“院系老师可不想付费，就管图书馆老师要，能不能找到大学
教材的电子版 PDF。”skyler：“让他自己到淘宝闲鱼上去找。”木木贝：“出版社负
责教材的销售人员是分片区的，一般一个省会有一个负责人。”sonorous：“不一
定有电子版的。国内出版社出纸本教材一般不同步出版电子版的，尤其是大学教
材。”skyler：“是的，出了电子版，纸质书卖给谁？现在出版社也不好做，物流
不通。”sonorous：“还有个问题，如果真没电子版，纸本版现在也来不及买了，
好多大学已经开始网上教学开课了。”2014：“有一些出版社免费开放资源了吧。”
skyler：“我叫他们去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看看，愿意免费的会免费的。他们又
说让学校出面沟通，不免费的也免费。” sonorous：“就是想免费下载教材的 PDF

电子版，不想花钱是核心。”节能：“学校不能如期发放教材，应该还是教材科的
事吧？教材科要解决教师教材的事，和时间无关。”skyler：“有个专门的教材科，
但人家就不去找他们。”徐徐清风：“疫情时期，师生远程教学，对电子教材和电
子图书需求激增，图书馆是措手不及，保障不力。”sonorous：“措手不及的事太
多了，VPN都承受不了了，学习通也崩溃了，甚至爱奇艺前几天都崩了。”徐徐清
风：“对电子图书商家也许是个商机。”sonorous：“我觉得国内版权这么乱，先监
管给力点，再说电子书事业发展吧。要不然作者权益根本保证不了。”徐徐清风：
“以往大部分图书馆不重视电子图书，尤其是新书教材的电子版采购，经此疫情
后，业界观念会大改观。”riff：“我反而觉得是出版社不重视，实际上各大电子
书数据商对教材的匹配率比并不高。”节能：“我也觉得电子图书不会因此次需求
大发展。”叮咚：“对，不是图书馆不重视，是没人卖。新书教材的电子版采购，
想买，谁卖？”徐徐清风：“主要是电子图书的定价，使用管理等问题没解决好。”
邓*家：“不能说图书馆不重视，应该是决策层不重视，大部分图书馆一线人员肯
定都有建议过，不过多数预算不批。”riff：“在这个链条上，图书馆就是待宰的
羔羊，还能对出版社指手画脚?”徐徐清风：“不少出版社有向图书馆推荐试用其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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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所属电子图书网站。”叮咚：“目前能想到的，只有超星在做‘馆藏数字化平
台’，借帮图书馆搞数字化的名义做电子版的图书。”邓*家：“最早是书生吧，现
在南方的市场已经不见书生了。”叮咚：“北方也很少听到了。”riff：“现在版权
问题图书馆还敢自己数字化嘛？做了也不敢发布出来。校内用很难管控，而且出
版社用 vpn来取证了，告学校一告一个准，然后谁牵头搞的就出来背锅吧，自己
不得利还惹一身骚的事情谁去做啊？我都知道某著名985高校就是被vpn取的证
吃的官司，最后还不是拿钱和解的。”叮咚：“校内用吧，不能下载，可以在线。”
邓*家：“超星数字化通常是特色馆藏。”徐徐清风：“超星的不足是因版权限制，
新书很不及时，没外文书。”邓*家：“现在武汉三星也搞电子化。”叮咚：“不了解
著作权是怎么规定的，图书馆对于馆藏电子化，只能保存不能提供读者使用吗？”
riff：“我也不了解。”叮咚：“校内、在线、不提供 PDF、基于现有馆藏，我看超
星做的挺火的。”徐徐清风：“现在有些书商跟出版社联合搞与新书纸本同步发行
电子版，并与图书馆 opac关联，是个好的思路。但因图书馆购书经费仅限于纸
本，这种混合形态采购缺少行政上依据，推广不起来。人天，三星都有在做。”
资深码农：“以后电子书的数量会慢慢增加，这是个趋势。”叮咚：“我们试过人天
的畅想之星，感觉是一厢情愿，新书尤其是教材，出版社不往他们平台上放。所
谓的致电同步，同步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图书。”资深码农：“纸质、电子，哪个
对于出版社，利润更高哪？”叮咚：“绝对是纸质。”徐徐清风：“但买纸本配套电
子版，怎么谈折扣？怎么定价？都是新问题。”资深码农：“所以出版社，没什么
动力。另外，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一旦阅读电子书的软件被破解，
出版社的所有电子书，都将受到最大程度的冲击。”徐徐清风：“出版社为防止非
法下载上传，可能只允许在线阅读，或分章节下载。”资深码农：“目前的在线教
育市场，除非小班或者一对一，其余都是很惨淡的。成本很高，利润很薄。”邓*

家：“书生最早就是自己的阅读器和阅读格式，还有载体和时效限制。”资深码农：
“推出自己的阅读器，是为了卖硬件。这是利润点。”徐徐清风：“太严格了，不合
国人心理。”
邓*家：“不严格如何保证版权呢？过严格有不符合用户心理，所以……。”资深
码农：“所以，出版社没什么动力。只是在试水。”徐徐清风：“年薪很高的教授也
热衷网上找免费资源，不愿意花几十块钱去充值付费。”资深码农：“书生作为先
驱，已经被拍死在沙滩上。除非国家强制要求电子书，或者有新的盈利模式，否
则没太大变化。”徐徐清风：“新改版的 CADAL做得很好，在线阅读，借阅模式，
还开发了付费打印纸本模式。”邓*家：“把图书馆服务模式向电影院模式发展。”
资深码农：“电影院线，是有老百姓购置不了的硬件环境，去影院是为了休闲享
受。咱们的图书馆用户，很少为乐于读书取得。一般都是有任务在身。我觉得关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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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是全民读书素养，还没有提高。读书还不是生活必备。” 邓*家：“素养不是可
以一日实现的，需要积累。”
节能：“曾经在一次电子书推广会上有为数不少的图书馆领导抨击电子书定价。
我很不理解。”riff：“有些电子书定价是纸书的 150%，贵的吓人。”邓*家：“正常，
纸质通常副本 3本，电子你是一次性买断。”徐徐清风：“这就是观念问题，电子
书为什么不能比纸本贵？如果能买断一本电子书，永久使用，我觉得可以贵过纸
本。相对来说，期刊数据库才真的贵，年年重复购买在线使用权。只是表象感觉
划算。”资深码农：“一个人藏书多，是汗牛充栋。一个人电子书多，咋形容？期
刊相比图书，使用率更高。出版社的利润，有多高？”木木贝：“电子书多可以这
样说：盘满钵满，满到装不下了。”资深码农：“给你个 1T硬盘，装满电子书吧。”

1.4.12资深码农的网上课堂（续）
资深码农：“各位老师，还有一节课，python爬虫课程就结束了。我正在筹划下
一期讲什么内容？目前拟订的选题范围有 python网站制作、python数据可视化、
python数据分析挖掘、python桌面程序制作、大数据课程、人工智能课程、知
识图谱课程。我选择的范围比较大，大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欢迎随时发言。”
邹*林:“知识图谱。”资深码农:“我也挺喜欢知识图谱。打算下一阶段，做个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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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免费数字资源的思考

2020-2-19 16:24

种种原因，人们对免费数字资源有需求，且或多或少存在误解。特此结合自身

高校图书馆工作实践，稍作梳理。 数字资源是指以数字形式存取、发布和利

用的各类文献、信息、数据等资源的总称。数字资源建设则为信息服务机构对

处于无序状态的数字信息进行选择、采集、加工、组织和开发等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29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高校图书馆网络优质免费资源建设

2020-2-19 10:26

摘编自：杨敏,吉萍,宋丹.高校图书馆网络优质免费资源建设研究 .山东图书馆

学刊,2015,(06):51-54. 现代高校图书馆肩负着收集、组织、传 播、存储知识的

重任，并且拥有图书情报、计算机等专业人才作为支撑，能够为师生提供精准、

专业、全面的优质网络信息资源。对于经费有限的高校图书馆而 ...

个人分类: 圕人堂|51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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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图书馆电子书服务

2020-2-17 15:36

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导致电子书的需求剧增。圕人堂群中时不时看到有

图书馆同仁求助，笔者自身所在高校，也时不时有用户求助。稍事梳理，所见

所闻所感，供参考。 对于存在侵权或者可能存在侵权的行为，需要适当注意

方式方法，圕人堂一定意义上算是公开场合。比如成员间私下 ...

个人分类: 圕人堂|55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关于图情研究的读书笔记四则

2020-2-16 16:51

摘编自：《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编.图书馆员论文撰写与投稿指南.北京: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9. 1 学术论文的审稿标准 (P183.作者：魏志鹏) 一般来

看，学术论文的审稿过程中会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标准： （1）选题的前沿性

——是本学科、交叉学科研究的前沿选题、热点选题，读者受众群体较广；（2 ...

个人分类: 圕人堂|63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信息资源建设如何承载广大用户的新需求？

2020-2-16 11:31

肖红凌女士《写什么——论文选题分析》一文中，“与图书馆员工作实践相关的

选题分析”一节，对“资源建设”选题情况进行了评述之后，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

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问题，即“新形势下，信息资源建设如何承载广大用户的

新需求？”并指出“有很多选题有待挖掘研究”，且给出了具体的示 ...

个人分类: 圕人堂|47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疫情防控期图书馆资源推介工作之我见

2020-2-15 10:21

作为一名负责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工作者，从 2020年 1月 28日
开始密切关注疫情防控期图书馆资源推介工作，并积极与相关数据库商沟通，

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依托办公网、学科服务 QQ群，2019年 12月 23日（寒

假开始时间为 2020年 1月 11日）曾为我校师生推介“假期如何利 ...

个人分类: 圕人堂|600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中国引文数据库》体验有感

2020-2-14 23:56

期刊社工作的同事咨询所在学校中国知网的“中国引文数据库（CCD）”能用吗？

我进行了简洁回答：“不能。我们学校没买。”随后做了简短解释说明：“我不知

道你是想做什么用途。部分功能，没有购买也能用。可以自己按照其网页上的

信息注册账号及充值使用。这类数据库属于工具性数据库。需求面较 ...

个人分类: 圕人堂|42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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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8个文件。

3.大事记

（1）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招聘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中国语言文学类、理学

门类博士 2名，详见：https://zpjob.acabridge.cn/job/77958 。

（2）2020 年 2 月 21 日 14:00，群成员达 2652 人（活跃成员 481 人，占 18.1%），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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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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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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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