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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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启事
图谋：“第二十六届全国信息检索学术会议。http://url.cn/5LviszD。”
图谋：“图情专家谈新冠 YI情：专稿刊发及征稿启事。

http://url.cn/59KDUY7。”
会议君：“第十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SILF 2020）征文通知·第一轮公告。

http://url.cn/5fWK3FC。”
会议君：“020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学术研讨会征文中。

http://url.cn/5DKNaAt。”
会议君：““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研究”主题征稿。

http://url.cn/5PV0WTd。”
会议君：“2020 ALISE年度会议 10月美国召开。http://url.cn/5iQ17D4。”
会议君：“《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应急服务与管理’专题征稿启事。

http://url.cn/5SUm43t。”
易凌：“特别报道|JCDL时间地点调整！http://url.cn/5hWINFJ。”
会议君：“图情出版公众号公开征稿。http://url.cn/5YlfItL。”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 谋 ： “ 抗 击 YI 情 ， 网 课 平 台 、 会 议 和 调 研 工 具 全 攻 略 !

http://url.cn/55Ohdtw。”
Sonorous：“复工在即，实体书店如何做好消毒防疫工作？

http://url.cn/5V4wvSY。”
biochem：“王启云：闲话教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9529.html.”
图谋：“图书馆建设 .编委书单 Vol.3 | 蒋永福 金武刚 柯 平 .

https://mp.weixin.qq.com/s/-wBxXb-oFMddIsXjy0G6GQ 推荐人:蒋永福 黑龙
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图书馆学导论》皮尔斯·巴特勒 著，
谢欢 译，海洋出版社 2018年。推荐语 ：《图书馆学导论》仅 6万余字，从社
会学、心理学、历史学角度分析图书馆的功能价值，其中从记忆角度界定图书馆
功能的视角令人深思。《中国阅读通史》周策纵 著，王余光 主编，安徽教育出
版社 2017 年。推荐语：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读书的民族，中华民族的读书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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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代代赓续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积累有哪些独特的阅读智
慧？此书将为你提供全面的答案。《幽梦影》张潮 著，韩中华 评译，北京理工
大学出版社 2017 年。推荐语：此书内容无不涉，读书交友、琴棋书画、赋诗作
文、饮酒欢愉、草木花鸟、山川美景、人间百态等等，信手拈来，妙笔生花。推
荐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信息管理系教授。推荐语：阅读此书，可以
很轻松，在作者镜头和笔头之中，见识到世界各地、不同群体对阅读的热爱；阅
读此书，也可以很沉重，在作者镜头和笔头之外，反思我们当下阅读兴趣的缺失。
《旅行之阅 阅读之美》 顾晓光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9/1。推荐人：柯平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博士生导师。推荐语：
一个图书馆学研究者从来都不应当停止思考历史的教训与当下的问题。《永恒的
图书馆》[美]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 著，杨传纬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4/1。”

biochem：“教育部等三部门发重磅文件！高校要停止对专利申请的资助奖励。
http://url.cn/5VkiERj。”

图小锐*：“滇鄂同心 共克时艰——云南省图书馆干部职工向湖北省图书馆
和武汉图书馆捐赠抗疫生活物资。http://url.cn/5W0PSxc。”

海天云石：“如何在校外使用图书馆数字资源？http://url.cn/5Dy7qnG。”
图谋：“@全体成员 关于我国公共图书馆的 YI 情应对状况调查问卷

https://www.wjx.cn/jq/59172381.aspx。”
图谋：“方舱战“疫”，以读攻“毒”。 http://url.cn/5JRzriu。”
图谋：“学术随笔 | 弥月封声。http://url.cn/5WgNhlO。”
老田：“JY 部 KJ 部印发意见要求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https://mp.weixin.qq.com/s/hoJtquTSMAGdbhVMQOtRxw。”
顽皮：“停课不停学 65家出版单位，118个优质数字资源平台为高校师生免

费开放。https://mp.weixin.qq.com/s/rYZC7uZrij0_y1L2D3X89A。”
图谋：“科研的实在与实在的科研。http://url.cn/5VWxLYx。”
睿智：“285 本“卓越期刊”名单！允许从专项报销，可作“三高论文”参照。

http://url.cn/5FvlGrQ。”
图谋：“图情专家谈新冠 YI情：专稿刊发及征稿启事。

http://url.cn/5s3yJ0M。”
图谋：““图书情报应急服务与管理”专题征稿启事。http://url.cn/5rT9ior。”
图谋：“YI情无情人有情，不忘初心我先行 ——图书馆（博物馆）馆长 刘

宝卿抗“疫”二三事。
http://lib.ccnu.edu.cn/info/1073/4616.htm?from=groupmessage。”

图谋：“长江读书节联动全省图书馆书香战‘疫’。 http://url.cn/5Pqq0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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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art：“你需要的电子教材，请收好@全体师大人。
http://url.cn/5kX4Dv6。”

图谋：“吴建中 | 图书馆人不仅善于传播知识，而且善于将知识变成有生命
的东西。http://url.cn/52tFnHi。”

图谋：“《图书馆学漫笔》读书笔记。http://url.cn/5rLy5Kf。”
蜂鸟：“复工在即，实体书店如何做好消毒防疫工作？

http://url.cn/558qgS5。”
木木贝：“《图书情报工作》投稿心得小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99475-901468.html。”
tianart：“抗击病毒，图书馆的消毒设备准备好了吗？

http://url.cn/5lvolY6。”
图谋：“图书馆员赵子龙：我在雷神山做志愿者。http://url.cn/5gNE4BX。”
图谋：“新冠肺炎 YI情应急信息服务：图书馆在行动。

http://url.cn/5I8GNXE。”

1.3 日常问答与讨论
（1）高校图书馆的专利查询服务

娃哈哈：“请教各位老师，想了解国外或美国高校图书馆在专利/知识产权服
务方面的文献，可以在哪些期刊网查到相关文献？”麦子：“@娃哈哈 我是做过
这个，但没有写这个，所以看来外面也就没什么人写了。这事极其复杂，我是兼
了一年，但非正式的。正式的需要脱产到国家专利局培训一年。”娃哈哈：“是的，
基本查不到相关文献，感谢麦子老师@麦子 。”麦子：“全国在图书馆里做专利
馆员的，大约就是几十人，但专利局的人就多了。国内情况我不了解，美国专利
局USPTO在美国各地有办公室，服务很好，很少有人会到图书馆找一个半吊子
的人来咨询。我们馆是USPTO的 depository library, 他们把他们的文件给我们
收藏（当然是免费的）, 另外给我们他们的账号，可以检索，但我兼职的一年多
里，没人来咨询过。我之前有一个人对这很感兴趣，馆里让她脱产进修了一年，
得到了证书，但对这服务没兴趣，此人于是退休，去了国家专利局在硅谷的办公
室，做了专业的专利馆员。”

海边：“这似乎说明美国大学的人，对专利关注不多？”麦子：“也不是，我觉
得应该这么说：如果我有专利问题，我绝对是找更专业的，不会去图书馆。这就
像律师事务一样。”海边：“唉，我们从去年起要求重视专利的利用。图书馆有很
多人开始注意专利文献的有关知识和服务。国内的高校图书馆这方面的会议也开
始多起来（专利信息挖掘及服务）。”麦子：“美国什么东西都是有一套既定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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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路线，连杀虫的人都有自己的专业团体，要认证，不要说这专利了。如果洗脱
排油烟机有专门人弄的，肯定也是如此。”娃哈哈：“图书馆员从事专利方面的服
务工作，要学习的东西很多，目前多数高校图书馆不具备即具备专业技术又懂专
利相关方面知识的馆员，因此，对图书馆来说这项服务确实是个挑战，为学校提
供的一些宏观的专利数据分析报告，其实用处并不大@海边。”

资深码农：“专利，太专业。普通图书馆员，根本搞不定！完毕！”海边：“我
们馆去年已经开始为学校提供某些主题的专利数据分析报告了。至于效果和领导
们的感受，就不清楚了。”刘建平：“有不少专利分析工具，可以帮助做专利数据
分析。”老田：“宏观的做专利分析没什么用。真要做了专利起码得有个专利代理
人证书，那副业很有可能就变成主业了，赚的比图书馆多多了。”刘建平：“有高
校图书馆雄心勃勃的准备做专利代理工作，成立工作小组，不知道有没有图书馆
做成以上的事情。”娃哈哈：“图书馆人拿到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也不做专利代理，
学校招标外面的代理公司做，对图书馆还是不信任。”海边：“国外有很多咨询公
司，就是做这种工作吧。”资深码农：“外行人看来，图书馆就是借还书的地方，
别的事干不了。”

老田：“之前网上有个观点说，现在的查新站，就是知识产权站的未来。”娃
哈哈：“我们馆从 16年开始努力做这件事，但一直困难重重，得不到学校的给力
支持@刘建平。”资深码农：“我觉得高校馆，可以做学科服务。服务于高校的重
点学科建设。”刘建平：“@娃哈哈 你们在做专利代理？”海边：“@刘建平 专利
分析工具能帮助聚合数据，但把一堆词联系到一块后，图书馆员只能就表象描述
而已。内层联系和前景分析不了。”刘建平：“@资深码农 重点学科建设学院在
做，好像不是很需要图书馆提供对应的服务。”资深码农：“我的观点是图书馆员，
应该招一些其他专业的人进去。避免全部是图情专业的。”海边：“我馆有医学专
业学硕。但图书馆 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并没有体现出专业水平的优势。”刘建平：
“@海边 数据的权重好比树干、树枝、树叶，另外数据间存在各种关系，工具很
难呈现权重和关系。”海边：“所以光有工具不行，只能进行皮毛的工作。”

资深码农：“举个容易做的事情，比如把学校所有师生发布的论文之类的，
都整理出来。挂在图书馆下，让校内外可以访问。这个应该挺有意义的。”海边：
“这个我们已做了多年。可以的。”娃哈哈：“不是专利代理，一些老师专利申请前
会找我们在技术上、权力要求书写作技巧方面及形式上把关。”资深码农：“高校
有专业零基础的，我们可以整理国内外的学科、专业索引，服务于新生新人，也
挺有意义。让用户一味地依赖知网之类的，实际上是在放弃自己的专业。”刘建
平：“@资深码农 学科建设的专业教师对学科的认识和把握比学科馆员敏锐，如
何去利用和信任学科馆员？”资深码农：“@刘建平 与专业老师比专业，那就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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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应该服务于更广大的师生。”刘建平：“那是图书馆信息利用服务@资深
码农 。”娃哈哈：“很多学科老师其实对专利相关方面并不懂，专利数据库的使
用率非常低。”刘建平：“我们学校专利申请量比较多，师生们还是比较了解专利
数据库的。”广西张*：“@资深码农 吴老师（同学），我们要承认，目前我们这
个 level 比起刘主编来讲，还是不够专业。专利懂不懂还是和学科有关系吧？图
情的一般懂专利是做啥的？我们学校很多理工科老师每年成功申报好几个专利
呢，能不懂嘛？”资深码农：“@张文彦 广西民族大学 我不是这个观点。”

（2）没购买数据库的情况下怎么查询 SCI 文章？
skyler：“请问各位群友，有老师想查 SCI 文章，但是我们没有买数据库，

可以查到这些文章吗？”Zombie：“@skyler 淘宝几块钱几个月。合理使用。”skyler：
“我不能这样告诉老师吧？上次我说冰点下载器可以下百度文库，人家说听我的
话，电脑都中病毒了。”刘建平：“@skyler SCI 是文摘引文库，没有全文论文。
查 SCI 收录和引用和查论文不是一件事情。没有购买数据库，图书馆是否有文
献传递服务？”biochem：“网上下载东西要小心，需要的下载不到，整了一堆插
件，弄不好还中毒。”资深码农：“现在的软件，很多有绑定插件，完全是一个流
氓软件。一不小心，就顺便下载一堆插件。”清凉桐影：“小心小心又小心，还是
会有被捆绑的机会……”资深码农：“防不胜防啊。”

（3）什么是 CARSI？

扣肉：“这几天 carsi 瞬间加入多家高校，解决数据库校外访问的问题。这也
是图书馆应对特殊时期重要的措施。”OCLC-丘*：“请问什么是Carsi？”扣肉：“carsi
是 eduGAIN在中国的联盟机构，主要解决跨机构的身份认证问题。很多数据库
商除了 IP 认证方式，也支持通过 shibboleth 进行机构用户的身份验证。从读者
的使用体验来说，比 VPN更好。”OCLC-丘*：“请问需要收费吗？”扣肉：“目前
没听说要钱。因为发起者是北大，参与者是各高校，互相之间没法收费和开发票。”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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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管员 sonorous提供

图谋：“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统一认证与资源共享基础设施。
https://www.carsi.edu.cn/index_zh.htm。CARSI 是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统
一认证与资源共享基础设施（CERNET Authentic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Infrastructure），2008 年 12 月由北京大学计算中心发起建设 ，在国内高校已
经普遍建设完成的校园网统一用户管理和身份认证系统基础上，面向中 国高校
和科研机构提供跨域身份认证和资源共享服务。一图读懂什么是CARSI? 学校
IdP 清单(已上线 174 个，调试中 141 个，合计 315 个)。
https://mp.weixin.qq.com/s?http://url.cn/59V1BmXhttps://www.carsi.edu.

cn/output_idp_zw.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046)。”

（4）镜头分享：方舱医院里的图书角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carsi.edu.cn/index_zh.htm
https://mp.weixin.qq.com/s?http://url.cn/59V1BmXhttps://www.carsi.edu.cn/output_idp_zw.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046)
https://mp.weixin.qq.com/s?http://url.cn/59V1BmXhttps://www.carsi.edu.cn/output_idp_zw.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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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管员节能提供

（5）外文文献可视化的工具

黄紫橙：“除了 Citespace，请问还有哪些可以做外文文献可视化的工具呀？
请大佬们指点，我想利用可视化工具做文献综述。”理華（*：“vosviewer，Bib，
spss。”朗月孤舟：“Pajek， Gephi ，Ucinet 。”资深码农：“echart。我正打算
以后讲几个哪。”黄紫橙：“谢谢亲们。”

（6）YI 情下帮老师寻求电子版教材之感

Celery*：“各位老师们，请问能帮忙找一下这本书的电子全文吗？谢谢！”
sonorous：“最近看来不光我在烦这事儿啊。”biochem：“@Celery 杨 起码要给
个文字版本吧。”Celery*：“@biochem 不好意思，我重新编辑一下。在版编目(CIP)
数据生产与运作管理刘文博，张洪革，孔月红主编. - -2 版.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7(21 世纪应用型精品规划教材.物流管理)ISBN978-7-302-47805-8。
@sonorous 就是啊，3月就开始网上教学，任课老师们都要电子课件和教材啊，
这本书读秀没有找到全文。”sonorous：“我最近找的书，就算找到了，也很难找
到对应的版本的，有时候能找到第 1 版的，但人家老师就要第 4版。其实电子
教材这事不应该麻烦咱们，应该找教务处教材科啊。”Celery*：“@sonorous 可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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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还是要看什么课程，有些差别很大。第一版到第四版改动应该比较明显，上次
我们老师找第二版给了第一版还接受了，说内容都一样。”sonorous：“主要是人
家出版社没出这本书的电子版，我要是给找到了，也是侵权的其实。”Celery*：
“教材科都只管纸质书的采购，电子版还是只能靠商家。”天马行空：“有些出版社
是只让‘线上浏览前几章’。”sonorous：“免费下载是是不太可能的。”sonorous：
“但人家老师不愿意花钱，这玩意花钱了，估计也没发票不好报销吧。”Celery*：
“只望老师们能多多理解体谅了。”Celery*：“@sonorous PDF 格式呢？”sonorous：
“大学纸本教材做成 PDF的，出版社也得花费人力物力之类的，免费下载不太可
能吧我觉得。要是电子的，肯定是 PDF 格式的啊。”Celery*：“经过这次，今后
资源采购分配比例可能要调整了。”

（7）高等教育出版社关于院校教材电子版服务的工作说明

高教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关于做好 YI情防控期间院校教材电子版服务的

工作说明。各位老师大家好：为在 YI情防控和延迟开学期间更好服务高等学校、

职业院校在线教学和学生自学等实际需要，为师生提供我社有关教材内容电子

版，特制订本工作说明。1．品种范围。我社在供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教材，

根据学校、教研室主动提出的教材电子版需求，经社里各部门审核同意后，分批

提供教材电子版部分内容。2．内容范围。提供不超过相应课程春季学期 1/3学

时所需的教材内容，一般为教材前 3章或相应数量的内容单元（含教材封面、目

录、前言等内容）。后续章节更新根据 YI情防控总体情况另行确定。3．提供渠

道和服务方式。相关教材电子版统一使用我社电子书平台，用户通过我社‘产品

信 息 检 索 系 统 ’ （ http://xuanshu.hep.com.cn ） 或 官 网 首 页

https://ebook.hep.com.cn/ebook/index.html#/电子书新模块进入，以在线页

面浏览的方式使用，不提供内容下载服务。4．服务时限。本科、高职院校教材

电子版服务计划于 2020年 2月 20日陆续上线，为便于查询使用，平台将公布已

上线品种目录并每日更新。服务截止时间另行通知。感谢各位老师对高教社的理

http://www.artlib.cn/
http://xuanshu.hep.com.cn
https://ebook.hep.com.cn/eboo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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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与支持！”

（8）多家刊物组织“图书馆应急服务”专栏征稿

图谋：“近期多家刊物在组织’特刊‘’专题‘。比如《图书馆杂志》的’‘重大公共

安全突发事件中图书馆应急服务’专题。公共安全突发事件中图书馆应急服务机

制刍议 http://www.libraryjournal.com.cn/CN/Y2020/V39/I3/1 收稿日期 :

2020-02-23 出版日期: 2020-02-23引用本文: 柯平. 公共安全突发事件中图

书馆应急服务机制刍议[J]. 图书馆杂志, . Ke Ping. On Library Emergency

Service Mechanism in Public Safety Emergencies. Libraly Journal, 2020,

39(3): 1-3.”馆员：“感觉只有像柯老大这种大咖能写出这种文章，当日出版，

真厉害。”图雷：“估计是特约稿。”图谋：“你看到的是当日出版。实际上前后还

需要做大量工作。”图雷：“《图书馆杂志》特别策划推出‘重大公共安全突发事件

中图书馆应急服务’专题，一方面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业界和学界的领导及专家

学者就此主题以笔谈形式撰文提出指导意见或建议，同时陆续刊发相关专题文

章，。”武大余*：“@图谋 速度也太快了吧？”图谋：“实际还会有更多。”biochem：

“当天收稿，当天发表。”

图谋：“关于 ‘新冠 YI 情研究：图情档学科视角’专栏的征稿启事

http://dik.whu.edu.cn/jwk3/tsqbzs/CN/column/item156.shtml 面对目前严

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YI情，社会各界都在群策群力，共克时艰。作为学术研

究者和学术期刊，我们也应尽力发挥科学共同体的作用，为抗击 YI情贡献自己

的专业知识和学科智慧。《图书情报知识》特此以‘新冠 YI情研究：图情档学科

视角’为专栏进行征稿，我们期待有关切有思考有质量的投稿。‘图书情报应急服

务与管理’专题征稿启事 http://url.cn/5rT9ior《图书情报工作》专门组织‘图

http://www.artlib.cn/
http://www.libraryjournal.com.cn
http://dik.whu.edu.cn/jwk3/tsqbzs/CN/column/item156.shtml
http://url.cn/5rT9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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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情报应急服务与管理’专题征文，旨在图书情报界历次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经验的基础上，重点针对新冠 YI情，系统地总结图书情报领域在国家重大突发

公共事件中的应对策略、措施和效果，展现图书情报的应急服务与管理能力，从

而推动图书情报机构加快改进自身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资源建设策略，强化

技术支撑与应急反应能力，也为图情界此次和以后应对重大公共事件提供应急理

论支撑、方法对策和解决方案。”图谋：“我比较惭愧。在坐看/坐等诸君的成果。”

木木贝：“舞台这么好，你不上去，甘愿当看客？@图谋 。”sonorous：“应该不好

写吧，都是纯理论，没实践过。”木木贝：“理论指导实践也是可以的。”

（9）YI情期间圕人在行动

雨过天晴：“http://url.cn/5Ft0ZKv。口说无凭，这是最初的新闻报道，学

校网站主页发布的。从那时起到现在，每天都以各种形式在提供图书馆服务，又

做了很多事情。”图谋：“YI情无情人有情，不忘初心我先行 ——华中师范大学

图 书 馆 （ 博 物 馆 ） 馆 长 刘 宝 卿 抗 ‘ 疫 ’ 二 三 事 。

http://lib.ccnu.edu.cn/info/1073/4616.htm?from=groupmessage。

湖 北 文 理 学 院 图 书 馆 在 抗 疫 期 间 开 展 阅 读 疗 法 社 会 服 务 。

http://www.hbuas.edu.cn/info/1044/7471.htm#0-qzone-1-26117-d020d2d2a4

e8d1a374a433f596ad1440。期待更多图书馆人在行动的信息’链接‘进群。这会有

多方面的意义。可供相互学习借鉴，亦可以是相关研究参考素材（案例或实例等

等）。长江读书节联动全省图书馆书香战‘疫’。http://url.cn/5Pqq0yJ。”Tianart：

“你需要的电子教材，请收好@全体师大人。http://url.cn/5kX4Dv6。”图谋：“图

书馆员赵子龙：我在雷神山做志愿者。http://url.cn/5gNE4BX。”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Ft0ZKv
http://lib.ccnu.edu.cn/info/1073/4616.htm?from=groupmessage
http://www.hbuas.edu.cn/info/1044/7471.htm#0-qzone-1-26117-d020d2d2a4e8d1a374a433f596ad1440
http://www.hbuas.edu.cn/info/1044/7471.htm#0-qzone-1-26117-d020d2d2a4e8d1a374a433f596ad1440
http://url.cn/5Pqq0yJ
http://url.cn/5kX4Dv6
http://url.cn/5gNE4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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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享：《图书馆》2020年 1期和 2期电子版

王兰*：“《图书馆》2020年 1期 2期电子版，请大家参阅。YI情期间，编
辑部照常运行。谢谢各位支持。”江大刘*：“@《图书馆》王兰伟 开放共享，点
赞。”王兰*：“与各位老师共勉。。”木木贝：“赶紧学习。”缘来缘去：“@《图书馆》
王兰伟 开放共享，点赞。”木木贝：“第 1期 18页参考文献 10.祁承爜.澹生堂
藏书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3.祁承爜我记得应该是 祁承㸁。真
的很赞，知网上还看不到这 2期，我们有眼福了。”

1.4 圕人堂专题：关于利用圕人堂开展问卷调查办法（建议稿）

图 谋 ： “ 关 于 利 用 圕 人 堂 开 展 问 卷 调 查 办 法 （ 建 议 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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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问卷调查时象征性发放红包，可谓一举多得。一是可理解为放挂鞭炮，吸引
注意力；二是有助于提升群活跃度，提高参与度；三是问卷实施方略表谢忱。2019
年开展过多次问卷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效。图谋所起的作用是试图构建一种‘模
式’或‘模板’，形成良性循环。”

图谋：“图谋在做一些辅助工作，实际上算是在做公开试验。探索如何让’利
用圕人堂开展问卷调查‘效果更好。一个问卷无法解决所有问题。通常来说，调
查信息只是其中一部分参考数据。”sonorous：“一般是线上线下问卷+访谈。。。”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54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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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应该是多管齐下。之前实施的一些问卷，实际上好多网络社群中有相关
信息。结合个人观察及实际反馈，圕人堂的特点是成员分布较广，愿意加入圕人
堂的成员，大多是较为积极上进的，问卷回收质量相对较高。种种原因，圕人堂
的运营，需要简单有效，且安全（包括避嫌）。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形成良性循
环，持续发展。圕人堂成员中，各级各类项目负责人不少，如果形成氛围，将是
非常有益的。（图谋，2017 年 6 月 22 日）。”实践中发现，除了各级各类项目
负责人，还有图情在读学生、没有项目支撑的图书馆员，在开展各式各样的调查
研究。对圕人堂这样的网络社群有所期待。时不时有人问，我可不可以发放 xx
问卷。我的答复是，在群规范框架内就好。”

1.5 关于《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索赠的反馈
问：好想获得王老师的签名赠书啊，不知道哪里能得到。
答：感谢关注！拙作没有“签名赠书”环节，原因是：其一，对于草根，“签名赠书”
似乎为多此一举；其二，不仅需要花钱（购书、邮寄费用），还需要花时间。恳
请谅解。正常情况下，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有售，因 YI 情
影响滞后了。

附：网上书店信息：
1 知识产权出版社微店 . 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
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3287272057&spider_token=dce5
（不知是否正常发货？）

2 当当网 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http://product.dangdang.com/28516893.html （目前为缺货状态）

3 京东 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https://item.jd.com/12626385.html （目前为缺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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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个人科研成果被引情况的观察与思考

2020-2-27 18:42

考察科研成果被引情况，是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科研成果被引情况在多种场

合需要关注，比如申报科研项目、申报科研成果奖等等。近期稍微花点时间，

http://www.artlib.cn/
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3287272057&spider_token=dce5
http://product.dangdang.com/28516893.html
https://item.jd.com/1262638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07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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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身为例，就个人科研成果被引情况进行了观察与思考。 《中国引文数据

库》（简称《引文库》， http://ref.cnki.net/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0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科研的实在与实在的科研

2020-2-25 17:59

近期，《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

意见》等文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浏览了科学网数篇博文及其它平台

的若干相关信息，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工作者，亦在关注，略有所思。 2010
年 9月 16日，笔者曾发布博文《SCI“幽灵”依然游荡》（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107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3个文件。

3.大事记

（1）（1）2020 年 2 月 23-25 日，圕人堂支持圕人堂成员公共图书馆 YI 情防

控应对策略研究，发放“关于我国公共图书馆的 YI 情应对状况调查问卷”。先

后有 100 余名成员积极参与调查。问卷实施方发放红包四次，累计金额为 250

元。

（2）《图书馆》王主编分享《图书馆》2020 年 1 期 2 期电子版，受到圕人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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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71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071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071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2071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071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2071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03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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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35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0358&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035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2035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035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2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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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热烈欢迎。

（3）2020 年 2 月 28 日 14:00，群成员达 2658 人（活跃成员 431 人，占 16.2%），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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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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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蓓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lib.nit.net.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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