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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简介

QQ 群名称：圕人堂(LibChat)

QQ 群号： 311173426

适宜人群：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圕人堂周讯》编辑组

主编：王启云

编辑：宋晓莉 赵生让 董行 范良瑛 曾家琳 张婵 卢娅 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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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

会 2020 年学术年会征文通知 http://url.cn/5Lo2Hix 。”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第二十六届中国竞争情报年会

拟于 9 月召开 http://url.cn/58YgBew。”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第十九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CCL 2020）10 月底海口召开 http://url.cn/5IvJfSL。”

老田：“https://mp.weixin.qq.com/s/X4foJC3_bIQNuVI1DbDKpQ 上海图书

馆招聘 2 人博后。”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2020 图书馆营销推广策略与战

略学术研讨会 7 月杭州召开 http://url.cn/5TwKyJI。”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圕人堂 LibChat：闲话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及其服务 http://url.

cn/5741zCK。”

图谋：“圕人堂 LibChat：王启云《图书馆学漫笔》书讯 http://url.cn/5

FXTf8j。”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306 期 20200320）。”

笺：“图情招聘：高校图书馆疫情期间服务创新调研报告 https://mp.weix

in.qq.com/s/_UNeWnhiTPbsh0ZQFPRDkg。”

睿智：“期刊投稿指南：大量学术会议取消，新冠病毒让学术界迎来衰退潮

http://url.cn/5AFSRLF。”

睿智：“吉林大学图书馆：数据库活动预告 | ‘书香悦读 智赢战疫’htt

p://url.cn/5tk4GiH。”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全国报刊索引》机构平台资源开放，助

力教研共克时艰 http://url.cn/5KYHl4X。”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2020 图情档期刊投稿方式（核

心+普刊）http://url.cn/5gby6vZ。”

中原劲草：“文汇：顾廷龙：专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 http://url.cn

/5flKKC1。”

张倩*：“乐诗 弘雅书房：Artlib 线上展览 | 观水·悟道——中国传统绘

画中的‘水文化’http://url.cn/5jAxHfO。”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Lo2Hix
http://url.cn/58YgBew
http://url.cn/5IvJfSL
https://mp.weixin.qq.com/s/X4foJC3_bIQNuVI1DbDKpQ
http://url.cn/5TwKyJI
http://url.cn/5741zCK
http://url.cn/5741zCK
http://url.cn/5FXTf8j
http://url.cn/5FXTf8j
https://mp.weixin.qq.com/s/_UNeWnhiTPbsh0ZQFPRDkg
https://mp.weixin.qq.com/s/_UNeWnhiTPbsh0ZQFPRDkg
http://url.cn/5AFSRLF
http://url.cn/5tk4GiH
http://url.cn/5tk4GiH
http://url.cn/5KYHl4X
http://url.cn/5gby6vZ
http://url.cn/5flKKC1
http://url.cn/5flKK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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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倩*：“沉鱼意 弘雅书房：Artlib 线上展览 | 拉斐尔前派——绝美的

反叛 http://url.cn/5vsHBRE。”

张芸：“iGroup 信息服务：有奖活动 | iGroup 第三届图书馆最美女神，华

丽绽放！参与即有奖！ http://url.cn/53zvwPs。”

sunflowre：“同仁心·书信情专题活动丨图书馆同仁共谱书香战疫·书信传情

http://url.cn/56Is5EA。”

123：“图书馆编目工作及目录组织 http://k.cnki.net/CLectureLive/I

ndex/1894。”

老田：“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项公布（图情档）公示结束了 https://mp.

weixin.qq.com/s/8IqC5QOQWhaK1pMgcwmVQg2020。”

笺：“欢迎大家试用 iiif 系统，国内第一个特藏资源语义系统 http://www.

usources.cn/sas/view.jsp?manifest=http://www.usources.cn/sas/manifest

/jmc3nk9w61c49cdmpasqkoeeblt8je7k.json#?cv=&c=&m=&s=&xywh=-1055%2C0%2

C2659%2C1029。”

小图小情：“各位老师，求《2018 年广东省全民阅读指数》报告，请群里

各路大神出手援助，谢谢！”图谋：“关于《2018 年广东省全民阅读指数》报

告，通过网络检索得不到全文并不奇怪。由‘2018 年广东省全民阅读指数项目

采购公告’（http://www.oeeee.com/html/201808/10/685610.html）可知，该

报告印刷 100 份；由‘广东举办‘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南都大数据研究院发

布《广东省全民阅读指数(2018)》’（http://news.southcn.com/nfdsb/conte

nt/2019-04/21/content_186789239.htm）可知报告大致内容；综合前述两条消

息，感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溯源’直至获取全文。供参考。”

凯瑟琳：“@skyler 本周‘数字阅读与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系列讲座圆满

结束，感谢特邀嘉宾-肖希明老师的精心筹备和精彩解读&分享，相信大家一定满

载而归！也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与和支持！阳光悦读组委会将继续努力为大家提供

更便捷更好的交流和学习平台！未来得及观看肖老师讲座的伙伴，可以点击下面

链接或扫描海报二维码进行回看：数字阅读与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一）https:

//play.yunxi.tv/livestream/1d682bd10d974282840e69aa9e295c5b 数字阅读

与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二）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26e02fd9ef

c9458b9013480b63556f4d。”123：“@凯瑟琳 谢谢。已收看。有空还会回看。”

图谋：“CALIS 助力高校图书馆复课开馆 发布抗击疫情相关产品汇编.http:

//www.px.calis.edu.cn:8080/news/huibian.html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CALIS 管理中心）事业发展部为了协助各高校图书馆更好地

做好复课开馆的各项准备工作，开展疫情期间馆内防控和信息服务工作，启动了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vsHBRE
http://url.cn/53zvwPs
http://url.cn/56Is5EA
http://k.cnki.net/CLectureLive/Index/1894
http://k.cnki.net/CLectureLive/Index/1894
https://mp.weixin.qq.com/s/8IqC5QOQWhaK1pMgcwmVQ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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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sources.cn/sas/view.jsp?manifest=http://www.usources.cn/sas/manifest/jmc3nk9w61c49cdmpasqkoeeblt8je7k.json#?cv=&c=&m=&s=&xywh=-1055%2C0%2C2659%2C1029
http://www.usources.cn/sas/view.jsp?manifest=http://www.usources.cn/sas/manifest/jmc3nk9w61c49cdmpasqkoeeblt8je7k.json#?cv=&c=&m=&s=&xywh=-1055%2C0%2C2659%2C1029
http://www.usources.cn/sas/view.jsp?manifest=http://www.usources.cn/sas/manifest/jmc3nk9w61c49cdmpasqkoeeblt8je7k.json#?cv=&c=&m=&s=&xywh=-1055%2C0%2C2659%2C1029
http://www.usources.cn/sas/view.jsp?manifest=http://www.usources.cn/sas/manifest/jmc3nk9w61c49cdmpasqkoeeblt8je7k.json#?cv=&c=&m=&s=&xywh=-1055%2C0%2C2659%2C1029
http://www.oeeee.com/html/201808/10/685610.html
http://news.southcn.com/nfdsb/content/2019-04/21/content_186789239.htm
http://news.southcn.com/nfdsb/content/2019-04/21/content_186789239.htm
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1d682bd10d974282840e69aa9e295c5b
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1d682bd10d974282840e69aa9e295c5b
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26e02fd9efc9458b9013480b63556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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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 助力高校图书馆复课开馆产品资料汇编’工作。目前，该工作已经向图

情行业各服务企业广泛征集适合疫情防控的产品或服务方案，以便为各高校复课

开馆提供新设备、新思路、新模式。截止 3 月 12 日，汇编第一辑已经整理编辑

完毕并正式发布(见：http://www.px.calis.edu.cn:8080/news/download.html

可下载 pdf 全文)。CALIS 管理中心将分期分批整理、发布来自各企业陆续提供

的图书馆疫情防控产品和服务方案汇编，希望为各高校图书馆复课开馆提供有益

参考。”

顽皮：“图书馆报: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的思考 https://mp.

weixin.qq.com/s/6pa158b9F6e__eME9tnbnw。”

四川大*：“关于举办全国高校图书馆战“疫”时期服务线上教学优秀案例

征集研讨活动的通知 http://www.scal.edu.cn/zxdt/202003251029?from=time

line。”

图谋：“零数据理论及其在图书馆行业的应用 https://mp.weixin.qq.com/

s/zCn_VnmKpdbGf82rnQHXaQ 王彦力,杨新涯,冉蔚然于《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

年第 6 期发表《零数据理论及其应用模式研究》。该文提出‘零数据’概念，分

析零数据研究的性质及意义，构建最基本的零数据理论体系，并通过零数据理论

指导图书馆行业相关工作及科研。使用零数据理论完善情报学分析体系，可以构

建专门的零数据分析系统，服务于图书馆各项分析报告以及相关管理和运行机

制。该文视角独到，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兼具。作一摘编，期待助力‘科学普及’。”

扣肉：“www.airitilibrary.cn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biochem：“马军：秒拒还是拖死你的稿件？ 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60980-1225368.html 稿件质量有好有坏，有些稿件经过审稿人评估和建

议后，作者做出修改后能提高质量，达到该期刊发表的基本学术要求。有些稿件

纯粹是无可救药，秒拒还是拖死它就很纠结了。 的确，一些稿件粗制滥造，通

讯作者连格式和明显的笔误都做不好，还有期刊模板的标识不对应，根本没有看

投稿指南，利益冲突声明和作者贡献声明缺失、参考文献不按照编号引用而是随

机引用，比如参考文献编号不是从[1]开始而是随机一个数字，虽然一些期刊的

参考文献按照字母顺序，但这些期刊一般不要求对参考文献编号的、并列第一作

者，并列通讯作者、挂了十几个基金号码资助（对于国内审稿人来说就是拉仇恨）、

作者数量和稿件页码不对等(除去参考文献每个作者对稿件贡献不到一个页码)

等常见不符合规范的问题出现在稿件中，给学术编辑造成不好的印象。有博友曾

经说，一个稿件的参考文献都整不清楚那绝对是垃圾稿件，如参考文献用软件输

入，参考文献信息很不完整，甚至大小写混用等。其实这也反映了作者的态度问

题，用软件录入参考文献没有错，但投稿前要做手工完善和补充。”

http://www.artlib.cn/
http://www.px.calis.edu.cn:8080/news/download.html
https://mp.weixin.qq.com/s/6pa158b9F6e__eME9tnbnw
https://mp.weixin.qq.com/s/6pa158b9F6e__eME9tnbnw
http://www.scal.edu.cn/zxdt/202003251029?from=timeline
http://www.scal.edu.cn/zxdt/202003251029?from=timeline
https://mp.weixin.qq.com/s/zCn_VnmKpdbGf82rnQHXaQ
https://mp.weixin.qq.com/s/zCn_VnmKpdbGf82rnQHXaQ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0980-122536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0980-12253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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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赖名芳.疫情期间版权新问题何解？权威著作权专家为你解答.htt

ps://mp.weixin.qq.com/s/nt5TFge8Wt2VAt1huH-OzQ 疫情之下，新媒体转载的

时事新闻中含有文字和图片，使用图片是否需要图片权利人单独授权？资讯类平

台在非盈利情况下，是否可以任意转载他人文章？供读者免费阅读的防疫指导手

册等电子书，如果被阅读类 APP 转发，是否需要经过出版单位授权……3 月 13 日

下午，中国版权协会举办首次线上版权专题讲座。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迁

教授通过两个多小时的网络直播，为该协会会员解答了在疫情期间遇到的版权新

问题。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以及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

序的通知》，转载‘他人文章’的法定许可只限于报刊与报刊之间，并不包括网

络转载报刊、网络转载网络、以及报刊转载书籍。他特别强调，免费传播绝不等

于合理使用，因为疫情并没有改变相关文章可通过互联网获得的事实。所以，在

疫情之下，资讯类平台未经报社、公众号等授权，任意转载他人文章虽然注明了

出处，但必须要承担侵权责任风险。疫情形势下，在线教育异常火爆，在线教育

视频中的教材、PPT、音乐等合理使用范围法律问题也凸显出来。就此，王迁解

析道，将他人作品用作示例，而非教学性使用，即课堂教学使用范围，都应该取

得权利人授权再使用，这在《著作权法》第 22 条、《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

第 6 条中都有明确规定。此外，他还提醒网络内容提供平台，由于我国实行了九

年义务教育，疫情期间免费提供中小学教材电子版下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

任何网络平台和教育培训机构是不能免费提供大学教材电子版下载的，因为这不

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合理使用范畴。”

图谋：“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http://www.scal.edu.c

n/。”

图谋：“CNKI 高校知者汇：重磅会议 | 2020 高校图书馆线上研修班开课在

即！http://url.cn/5MB8cm2。”

1.3日常讨论

（1）e线图情公益课

CRH：“各位前辈有在听 e 线图情的公益课的么？除了华为云有没有其他直

播平台呀？”123：“中国知网。”LIS_Gi*：“http://k.cnki.net/CInfo/Ind

ex/1894。”123：“今天不知道电脑怎么了。看不了。”中原劲草：“用手机扫

二维码可以看。”

（2）《知行合一，服务社会》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nt5TFge8Wt2VAt1huH-OzQ
.https:/mp.weixin.qq.com/s/nt5TFge8Wt2VAt1huH-OzQ
http://www.scal.edu.cn/
http://www.scal.edu.cn/
http://url.cn/5MB8cm2
http://k.cnki.net/CInfo/Index/1894
http://k.cnki.net/CInfo/Index/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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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惠涓澈提供

杨妮 *：“坚持一天两天容易，数十年如一日，只能让人高山仰止。”w

angfu*：“图谋影响了一批人，我是其中之一。谢谢王老师。”

（3）合川区图书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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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合川果*红提供

合川果*：“与你共读一本好书线上阅读分享——向重邮移通学院爱莲书院师生侃阅读

心得与推荐好书。”

（4）在家阅读，书香战“疫”系列直播活动

图小锐*：“晚上七点半，在家阅读*书香战‘疫’‘同仁心•书信情’专题

直播活动诚意奉献。疫情期间，在家阅读*书香战‘疫’系列直播活动到今天已

经是二十五期。今天是最后一期，带您走进直播间了！谢谢各位老师的支持！”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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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9南京农业大学阅读报告

图谋：“2019 南京农业大学阅读报告 http://libwww.njau.edu.cn/2019re

ad.pdf 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包括总馆（卫岗校区图书馆）、浦口分馆（工学

院图书馆）、社科分馆、畜牧兽医分馆、农业遗产分馆。总建筑面积 3.24 万平

方米。设有阅览座位 4500 席，可直接流通借阅图书超 160 万册。2019 年文献资

源建设总经费达 1900 余万元，为历史最高。全年新增文献数据库 12 个，新增入

藏中文纸本图书近 5 万册，外文纸本图书 588 册，新增 Wiley 外文电子图书 337

7 种（册）。总馆每周开放 105 小时，全年非法定节假日，周一至周日，公共区

域早上 7:00-晚间 10:00 开放，延时学习室上半年开放至晚间 12 点，下半年全

http://www.artlib.cn/
http://libwww.njau.edu.cn/2019read.pdf
http://libwww.njau.edu.cn/2019rea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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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候开放，全年总馆入馆 176 万人次；浦口分馆周开放时间 93 小时，全年入馆

63 万人次。”

（6）书讯:《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图谋：“《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书讯王启云.图书馆学

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11.本书精选自科学网

图谋博客的图书馆学随笔，共分为四辑：‘学海泛舟’‘图林漫步’‘闲情偶记’

‘圕人堂梦想与实践’。本书内容与图书馆业界、图书馆学界的发展密切关联，

多是独立观察、经过思考或分析、有感而发的学术随笔。其中相当一部分随笔是

对图书馆界人或事的真实记载，蕴含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本书力求精炼且有趣、

有味、有用，可作为图书馆学相关研究人员和图书馆从业人员参考用书。编辑推

荐适读人群 ：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图书情报领域教师和学生。该书有以下特

点：一是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博文比较灵活、随性、不拘一格，但很多都是独立

观察、经过思考或分析、有感而发的。反映了作者对我国图书馆新馆建设中问题

的忧患意识。二是与业界的发展密切关联。无论何类博文，都是业界所关注的问

题，触动着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脉搏。因此，对图书馆界人士都有一定的启发或参

考意义。三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博文内容涉及非常广泛，且有相当一部分是

对图书馆界人或事的真实记载，蕴含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当网：图书馆学漫

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信息管理系列丛书.http://spu.dangdang.com/16007

05200.html 当前 9 家网店有售，价格不一。京东网：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

图谋博客精粹.https://item.jd.com/12626385.html 注：当前 29 家网店有售，

价格不一。”

（7）A&HCI期刊

无忧：“各位老师，A&HCI 期刊如何获得期刊排名？”图谋：“排名其实多

是自定义的。别人家定义的，并不见得适合自己家。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有个‘刊

物级别‘网页（http://grs.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10053），针对

A&HCI 期刊未分级，更未排名。”无忧：“谢谢@图谋 。”图谋：“据个人了解

有的高校科研激励政策，对于人文社科类，‘A&HCI 源刊论文、CSSCI 收录期刊

论文、《新华文摘》论点摘编论文、教育部《专家建议》发表文章、人大复印资

料全文转载学术论文’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大类分区表第 4 区的属于同

等待遇。对于 CSSCI 收录期刊有 18 种被界定为‘人文社科类权威期刊’，一篇

抵俩。但这样做法，只能叫个例。” 图谋：“@无忧 A&HCI 期刊实际是不存在

排名的。因为 A&HCI 来源期刊不像 SCIE、SSCI 来源期刊存在影响因子，JCR 数

http://www.artlib.cn/
http://spu.dangdang.com/1600705200.html
http://spu.dangdang.com/1600705200.html
https://item.jd.com/12626385.html
http://grs.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1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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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中按学科分类进行了分区和排序。有关方面让填写期刊排名，很可能是误以

为与 SCIE、SSCI 来源期刊相似，可以从 JCR 数据库中获得期刊排名。有一定比

例 A&HCI 来源期刊同时是 SSCI 来源期刊，这种情况下可以获得期刊排名。”

（8）图书馆是否收藏学生的毕业论文？

小菜：“麦老师，您学校毕业学生论文收藏是在图书馆吗？”Emily：“我

们学校学位论文图书馆会收藏。之前收藏纸质的，现在纸质的不知道是否收藏，

但是电子的在图书馆。”麦子：“@小菜 好像还是在图书馆。当然电子版是在 p

roquest, 但问题是因为是作者单个授权的，所以有些毕业生不授权把电子版给

proquest,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这些论文往往就没法

给任何人看了。不过，这里有一个以前讨论过的问题：和国内比，美国对学位论

文的研究价值看的很轻，一般人较少引用学位论文。这是我自己从数据中得出的

观察。”清凉桐影：“没办法给任何人看，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抄袭或者剽窃。。。。。。。”

麦子：“就是没法看全文。”Emily：“需要的学生可以去图书馆查询收藏的学

位论文。如果学校把学位论文给了数据库商，就可以通过网上大家看到。”麦子：

“我们读者是用馆际互借的平台索取论文，然后图书馆问数据商买了论文，寄给

读者。图书馆不保存底本。”

1.4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安全

图谋：“2020 年 3 月 22 日晚，因有人反映搜不到圕人堂群，我实际搜索了

一下"圕人堂"，发现确实搜不到。进一步排查原因，发现是本群星级降为 4 星级，

提示’群资料‘模块存在不良内容。圕人堂群自 2014 年 5 月 10 日建群，’群资

料‘信息未曾动过，可能是存在某个词当前被定义为’不良‘词。已进行调整，

并按帮助信息提交了申诉。在群星级未恢复之前，可以通过搜群号方式查找圕人

堂 QQ 群（群号：311173426）。特此说明。”图谋：“涉及 zhengzhi 内容，请

不要转发至圕人堂。一是一些字词属于敏感词，圕人堂这样的社群不宜碰；二是

有些话题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讨论，倘若’跑偏""走火"，会危及圕人堂存在。

敬请谅解！”

（2）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及《圕人堂周讯》总目录（第 1-306期）

www：“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能访问了：http://lib.nit.net.cn/tuan/。新

增各期周讯 PDF 下载和 HTML 在线浏览。热门议题新增：数字资源利用 http://l

ib.nit.net.cn/tuan/subj_list.php?subj=%E6%95%B0%E5%AD%97%E8%B5%84%E6%

BA%90%E5%88%A9%E7%94%A8。”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it.net.cn/tuan/
http://lib.nit.net.cn/tuan/subj_list.php?subj=%E6%95%B0%E5%AD%97%E8%B5%84%E6%BA%90%E5%88%A9%E7%94%A8
http://lib.nit.net.cn/tuan/subj_list.php?subj=%E6%95%B0%E5%AD%97%E8%B5%84%E6%BA%90%E5%88%A9%E7%94%A8
http://lib.nit.net.cn/tuan/subj_list.php?subj=%E6%95%B0%E5%AD%97%E8%B5%84%E6%BA%90%E5%88%A9%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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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由衷感谢向 www 老师、图道老师等圕人堂志愿者的默默奉献！由于

您们的辛勤付出，圕人堂更加有趣有味有力量。”

图谋：“@全体成员 2020 年 3 月 26 日，图道老师完成《圕人堂周讯》总目

录（第 1-306 期）更新。敬请感兴趣的成员关注与利用，见群文件：圕人堂周讯

总目录（更新至 306 期）.pdf。这个总目录，可以结合 www 老师整理的《圕人堂

周讯》各期周讯 PDF 版、HTML 版(http://lib.nit.net.cn/tuan/issue.php)一

起使用。如果再结合 www 老师研制的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http://lib.nit.net.

cn/tuan/）一起使用，效果更佳。（注：因为是特殊时期，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是在其依托服务器管理人员上班期间开通服务。）。”biochem：“感谢各位老

师的默默付出。”Send@h：“感谢各位老师的默默付出。学习了。”

1.5关于同一本图书不同的版次和印刷次数的问题

123：“ISMN 是什么意思？”扣肉：“ISMN 是国际标准音乐编号。乐谱里

一般用得多。也有 ISSN，好像是 977 开头。”123：“图书都是叫 ISBN？”扣肉：

“B 就是 book 啊。”123：“EAN 码(英文全称：European Article Number）由

前缀码、厂商识别码、商品项目代码和校验码组成。前缀码是国际 EAN 组织标识

各会员组织的代码，我国为 690-695；厂商代码是 EAN 编码组织在 EAN 分配的前

缀码的基础上分配给厂商的代码；商品项目代码由厂商自行编码；校验码为了校

验代码的正确性。在编制商品项目代码时，厂商必须遵守商品编码的基本原则：

对同一商品项目的商品必须编制相同的商品项目代码；对不同的商品项目必须编

制不同的商品项目代码。保证商品项目与其标识代码一一对应，即一个商品项目

只有一个代码，一个代码只标识一个商品项目.我国的通用商品条码与其等效。

我们日常购买的商品包装上所印的条码一般就是 EAN 码。另外，图书和期刊作为

特殊的商品也采用了 EAN13 表示 ISBN 和 ISSN。前缀 977 被用于期刊号 ISSN，图

书号 ISBN 用 978 为前缀，我国被分配使用 7 开头的 ISBN 号，因此我国出版社出

版的图书上的条码全部为 9787 开头 .”扣肉：“编号也就是一个编号而已。没

有任何意义。”123：“以后可以和学生说看 ISBN 号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出版社了。”

扣肉：“比如我们的身份证号，每一位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是为了编码方便。”

123：“哦。”扣肉：“现在出版社作为商业机构，全球化很普遍。有些出版社

在不同国家出版的同样内容的图书，会使用不用的 ISBN。”123：“我自己编书

的时候设置的条码号是年份加上册数。现在学生一借书我就知道是我哪年买的

书。我觉得这样不会重复。谁知后来学校不知道什么原因硬是减少了两位数。拿

掉了最前面的 19。一下就没意思了。”扣肉：“那是因为电脑系统不完善，很

多操作都要手动。”123：“我觉得像我这样用条码，多久以后都不会乱。”扣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it.net.cn/tuan/issue.php
http://lib.nit.net.cn/tuan/
http://lib.nit.net.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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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图书的条码本来就是一个册数的代表。关键是学生并不关心你是哪年买的。”

123：“学生很关心是哪年买的。”扣肉：“学生关心的，叫做品相，而不是购

买时间。”123：“我们的书都是当年定当年到。然后我两个星期内一定加工出

来。”节能：“学生应该关心哪年出版的。”123：“我一般买的就是他们想要

的书。”节能：“你今年可能买五年前的啊。”123：“不。我们不会。”扣肉：

“你十年前买的，基藏本，品相可能到九五品。流通本的品相可能只有六品。”

123：“那是藏品。文学类的很受欢迎。”节能：“比如，学校万一因为评估，

需要大量采购，你不就的买五年甚至是十年前的便宜书吗？这个不由你啊。”1

23：“我这十多年好像还没有碰到过。”扣肉：“品相本身是个变数，这个跟购

买时间是不一样的。”节能：“你看看四六级的书学生关心啥。”扣肉：“况且，

图书也有版次和刷数的区别。”扣肉：“你认为的，新买的书，更受欢迎，是一

个假象，混淆了品相和刷次。”节能：“就像一些操作系统就是过水面一样。”

123：“不是，我是说多个可以交流的内容。操作系统的书更新太快了。”扣肉：

“有的情况下，后面几刷的书，有可能进行了订正。”123：“还有教材。我们

一般都不买教材了。”节能：“不是书。接着扣肉的版次说的。有的新出的不一

定是好的。”123：“是吗？”扣肉：“我说的还不是版次，是第几版第几刷。”

节能：“对呀，你不觉得吗？”123：“好的出版社的书还是会更好的吧。”扣

肉：“有的书，同一版会有好几刷。”节能：“是呀，那就是看出版社了，就不

是看你哪年买的了。”123：“我们这边有老师就曾经只找第一版。”节能：“有

的书，本身就是垃圾，哪年买的没意义。哪年出的也没意义。”123：“后来我

加工的时候就在书名后面直接括号写上第一版第二版之类的。现在的加工比以前

快一些了。书商都会把数据导过来。扫一下 ISBN 号就都出来。不过我觉得都还

蛮好玩的。”扣肉：“这就是现代社会，分工更加具体的代表。”节能：“读者

检索就会出来那个字段信息的。”扣肉：“用户服务，是一个融合图情学、管理

学、心理学的交叉应用。”中原劲草：“接着这个话题再说几句，有些图书多次

再版再刷是因为作者的原因，可能为了赶时髦，也可能是作者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还有的则是因为时代大环境的变化，作者对部分观点或内容做了一定的修改。至

于说是早点的版本好还是中间的好，还是最后的版本好，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

去看。建国后很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书就各有版本优缺，比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系列，刘大杰的文学史系列，可能民国时期的版本要比建国后这些版本要好点，

虽然现在出了很多新的整理本。”扣肉：“我们一直用的一本教材，西方音乐史，

现在英文版已经到第十版了。不过国内一般是以第六版走。”

1.6论文投稿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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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hem：“投必得：投稿不中的七个原因，看你中招没？http://blog.sc

iencenet.cn/blog-3234092-1224991.html01 题目很大，内容太少 02 泛泛而

谈，没有重点 03 人云亦云，缺乏特色 04 论据不足，数据不全 05 层次不清，

杂乱无章 06 参考文献没有按要求著录 07 临阵磨枪，仓促上阵。”论坛刘编：

“忍不住说：很多谈论文不好的情况，基本是表象，往前走一步，是缺乏研究，

规范的研究，再往前走一步，是缺乏科学精神，对学术的敬畏。糊弄学术的时代

正在渐渐远去，老老实实去做研究，是正大光明之路，越走越宽。学术还是一个

吃苦的技术活儿，懂技术，愿意吃苦，都会有前途。”biochem：“访谈‘有礼’

| 国际期刊编辑期待怎样的论文？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12239

54.html 本期 Science Talks，科学网与意得辑特邀两位科学网知名博主和来自

《英国医学杂志》（BMJ）、英国物理协会出版社（IOP Publishing）、SAGE

出版集团，以及国际知名学术传播机构 Cactus Communications 的学术出版业

‘圈内人’，为作者们提供最可靠的期刊‘内部消息’。本访谈为不限时访谈，

即刻开放提问，3 月 26 日 15:00——17:00 为实时访谈时段，欢迎参与。提问有

礼！我们会在提问网友中选出幸运参与者获赠意得辑三个充电宝、3 个名额免费

体验‘科学深度编辑’服务一次和 3 个名额免费体验‘推荐目标期刊’服务一次。

访谈入口：http://talk.sciencenet.cn/?id=106。”诲人不倦：“论文还是要

回归‘研究’的本质，那么接下来需要搞懂什么是研究了。”论坛刘编：“[研

究无禁区，发表有纪律]社会热点，往往催生学术产出，体现的是学术对社会的

关怀，是各行各业从自身专业角度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体现之一。做贡献，既要有

‘心’，实际上也涉及‘力’，能力。爱心是本能，能帮到是本事。我们搞科研，

就是从自身能力角度来造福社会。但是，热点事件，往往关涉方方面面，我们能

够把控的，基于种种因素，往往是其中一个点，我们从事研究没有问题，但产出

要公开发表，就会受到相关的规制，国内国外都如此，当然，机制会有所差异。

因此，趁热点来谋产出，也会有风险，就是发表不易的风险。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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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数据理论及其在图书馆行业的应用

2020-3-25 16:53

图谋摘编自：王彦力,杨新涯,冉蔚然.零数据理论及其应用模式研究 .大学图书馆

学报,2019(6):51-56. 王彦力,杨新涯,冉蔚然于《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年第 6期
发表《零数据理论及其应用模式研究》。该文提出“零数据”概念，分析零数据研

究的性质及意义，构建最基本的零数据理论体系，并通过零数据理论指导 ...

个人分类:圕人堂|35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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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alk.sciencenet.cn/?id=10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526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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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高校图书馆教材电子版服务

2020-3-24 10:31

受疫情影响，高校延迟开学，高校图书馆教材电子版服务是一个关注度较高的话

题。笔者在观察与思考的同时，有所实践，稍事梳理。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

设，通常应根据本校学科专业设置、教学和科研工作需要，以及学校未来发展方

向，全面系统地收藏国内外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文献，逐步形成 ...

个人分类:圕人堂|279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闲话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及其服务

2020-3-22 11:14

大学排名、大学评价是一个长盛不衰的关注话题。笔者认为从高校图书馆数字资

源及其服务 视角 考察，实际也是一种相对便捷、有效的。有道是“一叶知秋”“见
微知著”。在当前的网络化数字化多元化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实际

上早已是数据资源占主导地位。从该视角考察，信息的获取相对较为便利 ...

个人分类:圕人堂|18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开学第一周工作内容回顾

2020-3-21 08:56

非常时期，非常办法。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馆员，3月 16-20日为开学第一周。

图书馆员全部到岗，刷脸考勤，工作时间上下午各缩短半小时（有教工食堂不营

业因素）；学生暂不到校。有同行、同事问我开学第一周工作情况，基本判断是

“没什么事”，而实际上我这一周够忙碌的，稍事梳理梳理。 &nbs ...

个人分类:圕人堂|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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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2 日晚，因有人反映搜不到圕人堂群，我实际搜索了一下"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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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堂"，发现确实搜不到。进一步排查原因，发现是本群星级降为 4星级，提示”

群资料“模块存在不良内容。圕人堂群自 2014 年 5 月 10 日建群，”群资料“信

息未曾动过，可能是存在某个词当前被定义为”不良“词。已进行调整，并按帮

助信息提交了申诉。在群星级未回复之前，可以通过搜群号方式查找圕人堂 QQ

群（群号：311173426）。特此说明。

（2）2020 年 3 月 26 日，图道老师完成《圕人堂周讯》总目录（第 1-306 期）

更新。敬请感兴趣的成员关注与利用，见群文件：圕人堂周讯总目录（更新至

306 期）.pdf。这个总目录，可以结合 www 老师整理的《圕人堂周讯》各期周讯

PDF 版、HTML 版(http://lib.nit.net.cn/tuan/issue.php)一起使用。如果再结

合 www 老师研制的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http://lib.nit.net.cn/tuan/）一起使

用，效果更佳。（注：因为是特殊时期，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是在其依托服务

器管理人员上班期间开通服务。）

（3）2020 年 3 月 27 日 14:00，群成员达 2680 人（活跃成员 389 人，占 14.5%），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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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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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编辑：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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