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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研究·

高校中医药图书信息协作组织的创建及工作探索
刘树春 1，梁永宣 2，马传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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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东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山东 济南 250355
摘要：国内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之间的合作起步于 20 世纪初，经过不断探索和发展，建立了合作组织
并逐步壮大、成熟。本文论述了国内高校中医药图书馆的核心协作组织——图书信息工作委员会的创建
和发展历程，从组织的构想、初创、探索、发展、壮大，直至实现中医药专业学术组织的规范管理。文
中还回顾总结了从 2004 年起成功开展的协作与学术交流会议的历史过程。通过 10 余年的不懈努力，队
伍逐步壮大，活动逐步规范，实现了从协作性向学术性的扩展与跨越。
关键词：中医药院校；高校图书馆；合作组织；发展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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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nd Work Exploration of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for TCM Books and Inform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U Shu-chun1, LIANG Yong-xuan2, MA Chuan-jiang3
(1. Library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Liaoning 110847, China;
2. Library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3. Library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Shandong 250355, China)
Abstract: Cooperation among domestic librari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arted in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rough several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ore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mmittee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aspects of
conceiving, startup, exploration, development, expansion, and standard management of TCM academic
organizations till now. It review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ooperation and academic symposium for
librarians since 2004. Through 10 years’ unremitting efforts, the teams have expanded step by step, and activities
have been standardized gradually, which help the realization of expansion and change from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to academic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TCM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ibrary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retrospect
新中国建立后的 10 年内，国内各省、直辖市相

需求以及图书信息专业自身的发展促进了图书馆之

继创建了 20 余所中医高等院校。而作为高校办学的

间的经验交流、服务协作和资源共享，从而催生了专

基本条件之一，中医药高校图书馆也得以创立并逐渐

业协作和学术组织的形成。本文从高等中医药院校图

发展。初期的中医院校图书馆规模都比较小，极少有

书馆核心协作组织——图书信息工作委员会的构想、

独立馆舍，收藏的书刊资源更是有限。直到 20 世纪

创建、探索、发展、壮大和规范等方面，回顾了在过

70 年代末，才随着学校的快速发展而得到改善。伴

去 10 余年的发展历程，由此总结国内高校中医药图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医教研对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

书信息协作工作的经验，并对未来发展予以展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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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与初创
1978 年 1 月，原卫生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医

学图书馆工作会议”
，讨论制订了“1979－1985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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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图书馆发展规划”
（草案）

，为国内医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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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机制进行了充分讨论和规划。这一会议正式拉开

馆的发展指明了前进道路。在这一会议精神的指导下， 了国内中医药图书馆协作组织活动的序幕。
1985 年 11 月在长沙召开了全国会议并成立了“中国

2005 年 5 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全国

高等医药院校图书馆协会”
，部分中医院校也得以加

各地的高等中医院校图书馆均有馆长或代表参会。当

入到该组织中，并在由政府主管部门参与规划和管理

年的会议主要议题确定为“数字化建设、资源共享以

的国家、地区、省（自治区）三级医学资源共享服务

及协作组织的恢复和加强”。在邀请相关领导和专家

网络中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作大会报告的基础上，来自上海、成都、江西等院校

1985 年 9 月，卫生部中医司成立了以中国中医

的代表，针对图书馆馆舍建设、数字图书馆建设和虚

研究院图书情报中心为主任，上海、湖南、北京、辽

拟联合目录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经验交流和研讨，并希

宁、成都等 5 所中医学院图书馆及陕西中医药研究院

望藉此会议以加强和促进各馆在业务工作尤其是中

图书馆为副主任的“全国中医药图书情报工作协作委

医古籍利用方面的协作。该次会议的相关报道得以在

员会”
（〔85〕卫中科字第 41 号）
，开启了国内中医药

多种媒体上发布，包括《上海文化年鉴 2006》
《中国

图书情报领域的协作与共建共享。此后几年，又尝试

图书馆年鉴 2006》和《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

组建地区性中医药图书情报二级网络和以省为单位

等。上海会议还同时确定了会议召开的频率（每年一

[3-4]

的三级共享协作网络，并开展了交流活动

。

至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国内高等学校的快

届），并决定从第二届会议开始，每届会议都应提前
提出主要议题。

速发展，高校图书馆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学校中的地

通过上述 3 次会议的诸多努力，初步确立了馆长

位和作用也日渐突出。特别是 2003 年教育部启动普

工作会议的组织规范，并为以后的持续性发展奠定了

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以后，国内高校图

基础。
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图书馆馆长工作会议从 2002

书馆在馆舍建设、资源建设以及各项服务的开展等方

年发轫，历经 10 余年，已经形成了规范、高效的长效

面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此形势下，专

机制，成为中医院校图书馆工作的行业盛事，对促进

业图书馆之间的工作交流、服务协作、共建共享等，

中医院校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受到了图书馆工作者的普遍关注，彼此之间的交流与

用。回顾其初创、建设与发展的经历，倍感艰辛和不易。

协作活动更加频繁。鉴于专业性较强的特点，一些中

2

医院校图书馆开始尝试开展地区性的协作和会议交

探索与发展
2006 年 5 月，
第三届会议在江西中医学院召开。

流活动，同时也开始联合组建相应的合作和交流组织， 除了来自国内全部中医院校图书馆及中国中医科学
在此基础上又逐步开始酝酿建立能聚焦全国的中医

院的代表外，还特别邀请了中医药专业出版社的代表，

院校图书馆协作组织。

进一步扩展了合作的内容。此外，从江西会议开始，

2002 年 12 月，广州、南京、山东等部分中医药

来自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图书馆的代表也连续加入了

大学图书馆馆长自发组织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聚会，

此项活动，拓展了中医图书馆界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范

就中医药高校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开展交流研

围。

讨，同时也对在中医高校图书馆之间开展协作和连续

2005 年以后的几年中，国内中医院校集中面临

性学术交流提出了设想。此次会议为国内高校中医药

的主要任务是迎接教育部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其中

图书信息领域的合作与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图书馆馆舍和资源建设是评估中的主要建设条件之

之后，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医文献

一。因此，江西会议的主要议题确定为“中医院校的

学资深专家段逸山教授的大力倡导下，在众多中医院

迎评工作及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围绕这一主题，

校图书馆馆长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
“第

参会者针对迎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数字化建设

一届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图书馆馆长工作会议”于

和文献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了充分的研讨和交流。

2004 年 8 月 3 日在成都中医药大学成功召开。来自

2007 年 5 月在兰州甘肃中医学院召开的第四届

全国 18 所高等中医院校（包括在高等医学院校的中

会议继续以“图书馆如何应对大学本科教学评估”作

医学院）图书馆以及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

为主要议题，围绕图书馆配合教学评估和网络时代图

所等信息研究机构的 25 位代表齐聚成都，共同就未

书馆资源共建共享等方面进行交流和研讨，为各学校

来在全国中医院校图书馆之间建立业务合作和学术

在教学评估中取得优异成绩做出了贡献。同时，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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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建设、文献资源建设、图书馆内涵建设等方面也达

指导性讲话。同时也对馆长会议多年来做出的成绩予

到了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目的。此次会议中还启动

以肯定，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要求，使得馆长工作会议

了国内中医院校图书馆相关信息的统计调查工作，为

在组织程序、会议内容、材料汇总等各方面日趋规范。

之后各图书馆的建设、发展及资源共知共享提供了非
常重要的参考信息。
2008 年 6 月，在贵阳召开的第五届会议上，确

在此次会议上，中华中医药学会初步同意，在全
国高等中医院校图书馆馆长工作会议的基础上筹备
组建图书信息工作委员会，隶属于中华中医药学会，

定了馆长工作会议的组织建设和工作机制，成立了以

从事相关活动。这一指示精神很快得到落实。在 2011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段逸山馆长为顾问、广州中医

年 2 月中华中医药学会于广州召开的年度第一次常

药大学图书馆李剑馆长为组长的全国高等中医院校

务理事会上，正式同意成立“图书信息工作委员会”
。

图书馆馆长工作协调组（以下简称协调组），并决定

会议也对组织的相关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专业

之后由协调组全面负责组织机构成立的启动工作。会

性学术团体，希望在未来的活动中能联合更多力量，

议还决定开展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图书馆馆际文献

扩大参加人员的范围和协作领域，强化学术交流的规

传递服务，初步形成全国性的中医院校图书馆馆际服

范性。

务大联盟。由此，协作组织关心的热点已经从整体管

2011 年 7 月，在长春中医药大学召开的第八届

理逐渐向学术管理过度，为之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

会议将主题确定为“提升能力与效益，促进学习与创

基础。

新”。强化了信息素质教育在图书信息管理与服务中

2009 年 5 月，在长沙湖南中医药大学召开的第

的重要地位。会议在大会报告的基础上，选择 30 余

六届会议上，更进一步将如何构建和谐图书馆和中医

篇交流论文，以《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增刊的形式

院校馆藏古籍资源的保护与整合利用作为主要讨论

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议题。在人员结构方面又增加了新层次的成员。从长

从沈阳第七届会议以来的历次组织活动，都有中

沙会议开始，相继有湖南、江西、安徽、山东等国内

华中医药学会的领导或资深专家莅临会议并作指导

的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加入到会议活动中。此

报告。并且从 2011 年长春会议起，学术活动均接受

次会议还确定，将馆长工作会议经验推向深入，在加

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会务部门的领导，并以“中华中

强学术交流的同时保留成果，决定之后每届会议均编

医药学会图书信息学术研讨会”名义举办学术活动。

制出版论文集。

每届会议按规定向中华中医药学会上报活动计划，会

上述第五届和第六届会议还分别纳入遵义医学

后呈报会议纪要和论文集。开展的活动也在交流、协

院图书馆和吉首大学图书馆等非中医药院校图书馆

作、共享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其学术性，实现了从

作为会议的协办单位，进一步促进了高等中医院校图

协作性向学术性的扩展与跨越。

书馆与其他相关专业大学图书馆之间的业务交流和
相互学习。

2012 年 5 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召开了第九届
会议，将主题确定为“保持传统特色，促进创新发展”
。

通过 2006－2009 年的交流活动，进一步明确了

会议选择的 16 篇论文分别从图书馆文化建设和数字

馆长工作会议的组织建设和工作机制，并成立了工作

参考咨询方面开展主题交流，并进一步探讨了各院校

协调组。此时，馆长工作会议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辐

图书馆间在古籍保护及开发利用、行业评奖、著作出

射的范围和领域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版、继续教育等方面的协作。值得欣喜的是，会议还

3 壮大与规范

针对中华中医药学会即将组织的“中医药标志性文化

2010 年 6 月，第七届会议在沈阳辽宁中医药大
学召开，其主题为“高等中医院校中医古籍的保护利
用及数字资源的共知共享”
。
和既往相比，此次会议最大的变化是得到了中华

优秀作品”评审活动，在全国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进
行动员，并很快见到了成效。
在 2012 年 8 月中华中医药学会组织的“中医药
标志性文化优秀作品”评选活动中，图书信息工作委

中医药学会的支持。中华中医药学会李俊德秘书长、

员会在全国中医院校图书馆中广泛征集作品，得到了各

学术部刘平主任及学会资深顾问温长路教授莅临了

图书馆的积极响应。
通过学会专家评审，
共获得学会
“中

会议，并从图书馆学术组织建设与发展、中医院校图

医药标志性文化优秀作品”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书馆职能的发挥、相关学术活动的开展等方面发表了

项，三等奖 5 项，优秀奖 6 项。并推举长春中医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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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书馆作为代表在颁奖大会上交流，受到了国内从

中华中医药学会图书信息工作委员会则联合高

事中医文化宣传工作人员的重视，进一步体现出中医

校中医药图书馆、医院图书馆、中医药信息研究机构

院校图书馆在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

等，兼顾开展中医药信息研究、学科建设及学术交流，

2013 年 10 月在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召开了全国
中医药图书信息学术会议暨第十届中医药院校图书
馆馆长会议，其主题为“强化内涵建设，提升管理水

以及中医药专业图书信息管理、业务协作和工作交流，
将图书信息管理与中医药信息研究相结合。
目前，中医药信息研究还主要集中于中医药信息
[5]

平”
。中华中医药学会谢钟副秘书长莅临会议并代表学

理论、信息组织、信息检索及信息标准构建等方面 ，

会做了指导性讲话。会议选择 19 篇论文，围绕馆藏资

强化中医药数据的分析与挖掘，以实现知识发现和知

源建设与中医文化传播、数字化校园与数字图书馆建

识创新。因此，作为学术研究机构，图书信息工作委

设、中医药文献信息保障与利用、古籍保护与利用研

员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在上述方面有所建树。另

究、图书馆管理实践与科学研究等进行了大会交流。

一方面，作为专业协作团体，应该在中华中医药学会

第十一届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在成都中医药大学

的领导下，在图书信息管理与服务中，强化中医药专

召开，来自全国各地 26 所中医药高校及出版社、杂

业特色和教育职能，进一步加强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及

志社等相关行业的专家、学者近 60 名代表参加了会

相关学术机构之间的联系。在信息资源建设与共享、

议。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刘平主任到会并讲话。大

中医古籍保护与开发、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数字

会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进教授作了主题

图书馆建设与管理、中医药信息学科创建与探索、行

报告。来自香港浸会大学及湖南、成都、黑龙江、天

业课题申报与评奖、检索课内容的规范与调整、图书

津等中医药大学的 8 篇论文围绕学科建设与服务、数

教材编写与修订、大学教学水平评估与专业认证以及

字图书馆建设、古籍保护与研究、中医药文化建设等

中医药信息素质教育等各方面进行深入合作与经验

方面做了大会交流报告。

交流，探索在信息时代高校中医药图书馆的发展新路，

自 2004 年以来，在全国各中医院校图书馆的精

分享大数据环境下中医药信息的分析与挖掘成果。通

诚合作和共同努力下，尤其是近几年在协调组的带领

过信息资源的建设、管理与服务以支持医教研工作的

下，图书信息工作委员会从一个自发的行业协作组织

开展；通过培训、讲座、开设课程以提高用户的信息

成功转型为规范的专业性学术组织，参加人员从最初

素质；通过对中医药数据信息的整理、分析与挖掘以

的十几所中医院校图书馆，增加为包括国内全部高等

开展中医药学术研究。进一步促进中医药信息学的学

中医院校、医学院校的中医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机

科建设与发展，使中医药高校的图书信息工作在管理

构及中医药高职院校在内的 30 余所中医药相关图书

与服务的基础上，体现出更高层次的职能和特点，以

馆，而且还在向其他非中医院校图书馆、医院图书馆

适应信息时代的形势和要求。

以及中医药书刊编辑出版机构扩展，规模和影响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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