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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图书馆馆员职业素养探讨
吕晓燕，杨学智，宋一伦，张蕙
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北京 100029
摘要：笔者在文中给出了中医药图书馆馆员职业素养的定义，从而明确界定了中医药图书馆馆员职业素
养所应包含的内容。并结合本单位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和其他学者的观点，讨论了中医药图书馆主要工作岗位
对馆员职业素养的要求，以及改善和提升馆员职业素养的措施，以期为中医药图书馆全面改善和提升馆员的
职业素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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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Professional Qualities of Libraria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brary
Lv Xiaoyan, Yang Xuezhi, Song Yilun, Zhang Hui
(Library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of all, defined the professional qualities of libraria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brary (PQLTCML) and clearly described the content that the PQLTCML should contain. Then, it discusse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PQLTCML at different work positions in a typic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brary and the
measures to raise the level of the PQLTCM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PQLTCML in the
library for which the authors work and the academic viewpoints of other scholars, with a purpos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CM libraries and the PQLTCML.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brary; librarian; professional quality
国家医疗卫生事业所采取的中西医并重的方针

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就中医药图书馆馆员职业素

极大地促进了中医药科研、教学和医疗事业的发展。

养的内容、中医药图书馆主要工作岗位对馆员职业素

目前，为数众多的中医药科研、教学和医疗机构遍布

养的要求，以及改善和提升馆员职业素养的措施等 3

全国。这些机构所拥有的中医药图书馆（或图书室）

个方面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以期能为中医药图书

对我国的中医药科研、教学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发挥着

馆全面改善和提升馆员的职业素养提供参考。

不可或缺的文献信息支撑作用。随着中医药事业各

1

中医药图书馆馆员职业素养的内容

领域不断地向前发展，读者对中医药图书馆所能提

目前，中医药图书馆馆员职业素养尚未有明确的

供的信息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提供令读者满

定义，笔者拟将其定义为“中医药图书馆馆员所必须

意的中医药信息服务，中医药图书馆均在努力加强

具备的能确保出色履行所承担的岗位职责的综合素

自身建设，改善图书馆的基础条件，尤其是改善图

质。”这个定义可包容学者们所有的分散论述，并可

书馆馆员的职业素养。馆员的职业素养是中医药图

将各种观点统一起来，从而方便界定中医药图书馆馆

书馆信息服务水平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医药图书馆

员职业素养所应包含的内容。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

向前发展的动力，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中医药图书馆

可借鉴普通图书馆馆员职业素养内容的分类方法 ，

的开办是否成功

[1-2]

。

虽然很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中医药图书馆馆

[3]

将所界定的中医药图书馆馆员职业素养的内容分为 2
个层面，即精神层面和专业层面；前者包含职业道德、

员职业素养进行了探讨，但其认识亦尚未完全统一，

职业精神、职业气质等内容，后者包含专业知识、专

所持观点也比较分散。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还应深入

业技能等内容。如此，中医药图书馆馆员职业素养所

进行。本文拟在回顾中医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发表

应包含的内容可以被清晰而完整地表述出来了。

的涉及中医药图书馆馆员职业素养的文献的基础上，

1.1 精神层面
1.1.1

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指中医药图书馆馆员在

第一作者：吕晓燕，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情报学

履行岗位职责的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精神文明层

及中医药信息学。E-mail：403672973@qq.com

面上的各项指导原则的总和。具体应包括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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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和民族怀有真挚的感情，有社会责任心，乐于

2 中医药图书馆主要工作岗位对馆员职业素养的要求

奉献社会，爱岗敬业，热爱中医药图书情报事业，愿

中医药图书馆不同部门中的各个工作岗位的职

为中医药学情报事业献身，有“为先知者掌灯、为求

责是靠全体馆员来履行的。这些岗位职责的履行决定

知者指向”的宽厚胸怀，以为读者服务为己任，能做

着一个中医药图书馆的整体形象、信息服务水平和发

到“读者第一、读者至上”
，工作中易于合作，与人交

展前途，而中医药图书馆馆员的职业素养则是出色履

往中诚实可信、宽容大度、办事公道、一视同仁，工

行这些岗位职责的保证。对于中医药图书馆来说，馆

作中敢于做主人翁，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不追求名

员职业素养中的所有精神层面的内容，以及专业层面

[1-2，4-6]

利，甘做人梯，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热情饱满
1.1.2

职业精神

。

内容中的中医药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全体馆员所

职业精神指中医药图书馆馆员在

必需；而专业层面内容中的其他部分，则视工作岗位

履行岗位职责的职业活动中崇尚的职业化意志。应包

的不同而对馆员有不同的要求。在此，只讨论中医药

括自尊自强，献身事业，勇于竞争，敢于探索，诚信敬

图书馆主要工作岗位对馆员职业素养专业层面上的

业，努力进取，讲求效率，团结合作，认真负责，态度

要求。

[1-2，4-5]

严谨，科学创新，坚韧不拔，不怕挫折和困难
1.1.3

职业气质

。

职业气质指中医药图书馆馆员在

2.1 图书馆局域网管理
局域网是中医药图书馆业务数字化管理的平台。

履行岗位职责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职业化风貌。

从事局域网管理及其日常维护的馆员应具备计算机科

具体应包括如下内容：端庄儒雅，博学谦和，自然真

学、计算机网络、现代图书馆设备、图书情报学、信

诚，灵活变通，性格幽默，既人性化又个性化，交谈

息学、信息管理学、外语（主要为英语）
、中医药学等

时面带微笑，肢体语言感觉亲切，服务态度能体现出

专业知识，以及与这些专业知识相关的专业技能。

情感和智慧，良好的沟通技巧和社交能力，一定的吸

2.2 采访与编目

引力和感召力，易于融入群体当中，馆服得体（大方、
充满活力）
，职业标识（图书馆徽章或岗位胸牌）美
[4,5-7]

观醒目

。

专业知识

照图书馆的学术发展方向，科学地从事馆藏建设；后
者是编制书目数据以利于馆藏文献的流通。这两个工

1.2 专业层面
1.2.1

采访和编目均为图书馆的基础性工作。前者是按

作岗位上的馆员应具备图书情报学、现代图书馆设
专业知识指中医药图书馆馆员履

备、信息学、信息管理学、中医药学、现代医学、人

行岗位职责所必须具备的专业教育背景或相关学科

文社科（各学科）、档案学、文献学、医古文、中医

的理论知识。所涉及的学科应包括：图书情报学、计

药古籍、外语（主要为英语）、计算机网络等专业知

算机科学、计算机网络、现代图书馆设备、信息学、

识，以及与这些专业知识相关的专业技能。

信息管理学、中医药文化、中医药学、现代医学、中

2.3 典藏

医药科研、国学、人文社科（各学科）、档案学、文

典藏是对馆藏文献资源的清点、分配、调拨、调

献学、医古文、外语（主要为英语）、中医药古籍、

节和剔旧，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利用价值，满足读者

其他相关学科（如各自然科学学科，视具体需要而

的需求。该岗位上的馆员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以及与

定）
，以及相关边缘学科（视具体需要而定）
1.2.2

专业技能

[1-2,5-8]

。

专业技能指中医药图书馆馆员履

行岗位职责所必须具备的各学科的实践能力和操作

这些专业知识相关的专业技能，与从事采访和编目工
作的馆员基本相同。
2.4 流通与阅览

技能。具体包括：计算机管理和操作技能、计算机网

流通与阅览是以馆藏为基础，直接为读者提供馆

络及多媒体管理技能、现代图书馆设备操作技能、图

藏文献的借还和阅读服务，从而实现馆藏价值的工

书馆信息管理能力（接受信息、存贮信息、加工信息

作。这两个工作岗位上的馆员应具备图书情报学、现

和输出信息）、数据库建设技能、信息的质量及其利

代图书馆设备、计算机网络、信息学、中医药文化、

用价值判断能力、中医药文献研究能力（文献的检索、

中医药学、现代医学、中医药科研、国学、人文社科

分析、综合）、文献（尤其是中医药文献）主题标引

（各学科）
、医古文、外语（主要为英语）
、中医药古籍

能力、外语能力（阅读和翻译）、医古文能力（阅读

等专业知识，以及与这些专业知识相关的专业技能。

和翻译）、医学专业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教学与科研

2.5 参考咨询

[1-2，4-12]

辅助能力、科研能力、公关能力

。

参考咨询是就读者在利用图书馆服务时所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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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问题（主要为学术问题）向其提供专业化帮助

计算机、信息管理、中医药、文献等专业人才（很多

的工作。该岗位上的馆员应具有图书情报学、现代图

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他们被称为“新生代”馆员。

书馆设备、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网络、信息学、信息

但是，中医药图书馆馆员职业素养的整体状况仍

管理学、中医药文化、中医药学、现代医学、中医药

然不容乐观。就职业素养的精神层面而言，老一代馆

科研、国学、人文社科（各学科）
、档案学、文献学、

员的那种认真负责、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以及爱馆

医古文、外语（主要为英语）
、中医药古籍等专业知

如家等优良作风日渐退化，而所谓“新生代”馆员

识，以及与这些专业知识相关的专业技能。此外，还

在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和职业气质等方面大都表现

应适量掌握其他相关学科和边缘学科知识。

得有些迷茫不清。就职业素养的专业层面而言，仍

2.6 科技查新

在工作岗位上的老一代馆员的职业素养已然不能很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科技查新，是以文献信息

好地适应工作岗位的需求，而“新生代”馆员大都

的检索、分析与综合为手段，将科研课题的查新点同

专业单一，在外语（主要为英语）或医古文实践能力、

文献信息检索结果进行比对，并根据比对结果作出客

科研素质、信息素养、信息管理能力等诸多方面均有

观性结论的学术性工作。目前，科技查新工作一般都

所欠缺，尚不能很好地履行岗位职责和达到一专多能

由图书馆承担。该岗位上的馆员应具备计算机网络、

的要求。随着老一代馆员的不断退休，具有高学历的

现代图书馆设备、信息学、中医药学、现代医学、中

“新生代”馆员将逐渐成为馆员团队的主体，中医药

医药科研、文献学、医古文、外语（主要为英语）、

图书馆的前途就掌控在他们手中。因此，很多学者呼

中医药古籍等专业知识，以及与这些专业知识相关的

吁，应针对实际情况大力提升馆员（尤其是“新生代”

专业技能，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操作、现代图书馆设备

馆员）的职业素养水平、改善馆员的职业素养结构，

操作、数据库检索、信息质量及其利用价值的判断、

以建设一支具有高水平职业素养的中医药图书馆馆

中医药文献的分析与综合、医学外语（主要为英语）

员队伍

和医古文的阅读及翻译等能力，以及医学专业语言文

3.2

字的表达能力等。此外，还应适量掌握其他相关学科

与措施

和边缘学科知识。
2.7 科学研究

[2,4,7,9,12]

。

中医药图书馆馆员职业素养的改善和提升策略
中医药科研、教学和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要求

中医药图书馆的功能和信息服务水平不断扩大和提

中医药图书馆的科研工作，既涉及对具有中医药

高，这也意味着对中医药图书馆馆员的职业素养不断

专业特色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也涉及某些中

提出新的要求。中医药图书馆应正视馆员的职业素养

医药专业领域的研究，例如中医药文献研究和中医药

状况，把改善和提升馆员的职业素养作为一项根本工

古籍研究。从事科研工作的馆员应具备中医药图书馆

作来抓。如下 6 类措施可用于改善和提升中医药图书

馆员所应具备的全部专业知识，以及与这些专业知识

馆馆员职业素养，帮助新老馆员在职业素养的结构和

相关的专业技能。

水平方面，积极应对面临的挑战

3

3.2.1

中医药图书馆馆员职业素养状况及其提升措施

3.1 中医药图书馆馆员职业素养状况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中医药科教事业兴起，中

[1-2,4,6,7,9,11]

提倡馆员参加各种在职学历教育

。
包括继续

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以及学历深造。适合馆
员无专业学历或无高等专业学历的情况。

医药图书馆应运而生。尽管老一代馆员大都没有图书

3.2.2

安排馆员脱产进修

适合馆员有一定学历，

馆或图书情报专业教育背景，但他们在专家的指导下，

但需要学习某专门学科知识的情况。

逐渐熟悉了业务，大多数人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成长

3.2.3

为业务骨干，对传统中医药图书馆的运作和管理发挥

包括各种专题讲座、跟班听课、上岗前培训、上岗后

了历史性的作用。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医药图

培训、轮岗培训、重点岗位培训、普通岗位培训、系

书馆开始实施自动化（或计算机化）管理，并朝着建

统培训等。适合培训馆员的某种专业技能或能力，也

设数字化图书馆的方向迈进。服务项目根据读者的需

适合培训馆员的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和职业气质。

求也逐步增加，各工作岗位越来越需要一专多能或具

3.2.4

有多种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了应对这种趋势，

行馆际业务与学术交流，或到培训基地见习，使馆员

各中医药图书馆都陆续引进或招聘了一些图书情报、

了解和学习兄弟馆在改善和提升馆员职业素养方面

定期或不定期为馆员举办各种短期培训班

安排馆员进行学术交流或见习

安排馆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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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和经验。
3.2.5

鼓励馆员参与科研活动

鼓励馆员申请自己

知识，了解科研过程，加强自己的科研素养。
鼓励馆员自学

适合馆员学习某一门学科知

识，或参加自学高考。
关于改善和提升中医药图书馆馆员职业素养的
策略，笔者赞同建立培训制度和制定培训计划的做
法

[1-2]

Vol. 38

No. 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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