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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院校图书馆图书采访工作的问题与对策
周小军
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医药院校的三大功能即培养医学人材、进行医药研究和救死扶伤服务社会，医药院校图书馆
的主要职责应紧密围绕功能而展开，而图书采访工作是图书馆最为基础而重要的环节。本文从采访人员
专业能力、采访经费分配以及当前采访机制 3 个方面分析了目前采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全面提升
采访人员素质、建立完善的采访机制、建立规范的工作流程、加强对非医学图书的采访等策略，借以提
高采购质量，增强图书馆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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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Book Acquisition of Libraries of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HOU Xiao-jun
(Library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830054, 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main functions of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o cultivate medical talents,
conduct medical research and perform community service, such as healing the wounded and rescuing the dying.
The main responsibilities of libraries of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three functions. Book acquisition is the most basic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libraries.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book acquisi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taff professional ability, acquisition
appropriation allotment and present acquisition mechanism. It also proposed four suggestions to improve
acquisition quality and strengthen service ability of libraries: overall promote personnel quality for book
acquisition, establish sophisticated acquisition mechanism, standardize working process and enhance acquisition
strategies for non-medical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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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院校的三大功能是培养医学人材、进行医

需解决的课题。

药研究和救死扶伤服务社会，医药院校图书馆的主

1 当前医药院校图书采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要职责应紧密围绕这三大功能展开，全面服务师生

1.1 图书采访人员专业能力不足

读者群体，跟踪服务科研团队，尽量满足广大读者

采访人员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馆藏质量

的医药服务需求。图书采访工作是实现医药院校图

的高低，一名称职的采访人员应具备以下 4 种能

书馆全部功能的基础环节，图书采访质量的高低直

力：⑴知识能力，即具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对本学

接决定了馆藏结构是否合理，馆藏资源是否优化。

科的发展态势有一定判断。博览群书，对大多数学

近年来，随着出版行业繁荣发展和新知识不断涌

科有一定了解。⑵信息能力，即获取对学科发展具

现，文献资源数量和种类快速增长，网络环境下信

有重要意义的图书信息，全面、迅速捕捉大部分学

[1]

[2]

息传递更加快捷方便 。伴随着科学的快速发展和

科的最新动态、最强研究 。⑶操作能力，即能够

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师生对于信息资源的需

运用多种手段、多渠道采访到所需文献资源，提高

求也呈现出高层次化、复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等

图书的采到率。⑷分析能力，即比较同行业的采访

特点。如何在有限的资金支持下做好图书采访工

工作而善于取长补短，面对百花齐放的行业观点能

作，提高馆藏质量，满足师生最大的需求是目前亟

始终保持前沿观念。
目前医药院校采访人员队伍结构和专业背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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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为例，采编部 5 人，其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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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人，图情档案背景 3 人，其他 1 人。对一些

技术，并将获取的信息最终运用到订单制作上，力

医药类跨学科的文献资源和其他自然科学资源存在

争做到新而不俗。

一定困惑，颇有“拔剑四顾心茫然”之感。

要增强采访人员操作水平。充分利用各种手段
和有利条件，利用图书管理系统的统计模块，查阅

1.2 图书采访经费相对紧张
经费是图书采访过程中永恒的主题。随着社会

年月图书外借比例统计、图书外借排行榜统计、图

经济的全面发展，高校也得到了快速全面的成长。

书借还分类统计，了解什么样的图书最受欢迎，哪

高校加强了对图书馆工作的重视，采访经费逐年上

些图书借得多，哪些借阅率不高，及时了解读者阅

升。但对于西部偏远地区尤其是新疆地区的医药院

读倾向，做到心中有书，力争做到准确无误。

校而言，采访经费仍相对紧张。在购置数字资源和

要改变观念，具有世界眼光，保持热情，紧跟

全部医药用书后，用于采购其他类书籍的资金就显

学校发展步伐。要及时调整不同学科藏书结构，专

得捉襟见肘了。

业版、注释版、教材版、通俗普及版要一应俱全，

1.3 图书采访机制不完善

又要建立合理比例，充分体现出新、全、精 ，目

[5]

在培养医学人材、进行医药研究和服务社会的

标即是满足不同读者、不同层次的全面需求。及时

过程中，图书采访工作基础地位不断强化，但当前

修改、灵活掌握购书原则，对图书品种较多的学

医药院校的采访机制尚不健全，存在诸多问题。⑴

科，采取保品种、减复本的方法，或精中选精，增

在采购初期没有适应本馆发展的馆藏资源构建体

加选择条件，对当年的获奖图书和畅销书则应适当

[3]

系，导致采访较为随性 。⑵未从宏观角度考虑馆

增加复本。

藏发展，无法突出馆藏特色。⑶采访方式较单一，

2.2 建立完善的采访机制

主要是现采和根据书商提供的书目勾单。现采虽然

采访前周密规划，建立起适应学校发展的中长

直观、快捷，但存在严重的漏采，不利于构建起多

期馆藏建设目标，并围绕这些目标开展采访工作。

元、立体、可持续的采访渠道。勾单虽然全面，但

每年年初建立起全年的采访规划，确立采访重点。

受制于书单质量且不见实物，容易发生错采，不利

在具体采访前要利用学校的特殊优势全方位搜集需

于复本把握和馆藏体系的设计与构建。⑷采访原则

求，对各学院进行调查，完善荐购手段 。以新疆

得不到及时修改，采访工作难以与时俱进。

医科大学图书馆为例，我馆充分利用“三助”研究

2 提高医药院校图书馆图书采购质量策略

生和勤工俭学的本科生，让他们参与到书单勾选；

2.1 全面提升采访人员素质

利用当地新华书店现采的机会，和师生深入交流，

[6]

作为医药院校图书馆采访人员，要了解国家在

及时建立联系；与数学、计算机、英语教研室的教

医药行业的相关政策规定和最近 5 年规划中对医药

师建立联系，让他们直接参加选书。这样利用多种

行业的具体要求和最新目标。深入了解国家卫生工

形式的沟通建立与师生读者间的交流，并结合有关

作重点的变化，如医学重点从以前的循证医学到全

统计数据建立起了广泛的书目书单。

科医学，再到最近的转化医学；熟悉医药及医药相

采访中调整，以时间或经费使用中点做为考核

关专业，如生物、化学甚至数学，深入了解本校专

点，考察订单完成情况。针对各学院采购书单筛选

业设置情况和设计特色，关心学科发展状态，优先

各院系内部订购书目，内部订购图书即各教研室、

考虑为学校重点学科、一级学科提供信息资源服

科研团队急需和常用的图书。凡是图书馆未收藏的

务，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在采访过程中争取做到全

书籍，均整理成新书订单，及时补订。强化读者、

而不漏。

采访人员互审，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选择、查

要提升采访人员信息获取能力。加强和同行、
[4]

重等多角度筛选，遇到分歧马上展开讨论，及时删

同事、师生、朋友及出版人员的沟通交流 ，了解

订。我馆每月统计各个书商、订单的到书率，对于

师生思想，把握读者需要；浏览图书出版、发行、

未采到的医药书籍，及时调整，及时和书商、出版

排行等相关动态和最新信息，在图书馆采编 QQ 交流

社联系沟通，尽量提高专业图书的到货率。对于读

群里下载新书目，避免单一书商、书目的弊端；增

者荐购急用的图书，及时联系当地新华书店查询，

加阅读量，提高自身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提升书

或直接和书商沟通，或及时网购。

籍鉴别能力，积极上网，快速把握最新思想，最新

[7]

采访后反馈，建立起主动反馈机制 。主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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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重点图书采到率，比率越高说明采购工作质量越

貌的经典尽量收全，新人新品则从网上查阅影响程

高，在有足够资金支持下，其理想状态的采购比率

度及出版单位。可以说，提高藏书的品质，就是引

应为 100%，比率低则说明采购工作质量较差。流通

领了读者的阅读品味 。

率越高则说明采购工作质量越高。做读者满意度调

3 小结

[9]

查，可反映出读者对本馆馆藏文献的认可程度。我

采访工作是图书馆的基础工作，目前正面临着

馆以每年召开读者座谈会为契机，开展读者调查工

文献出版发行数量大且质量下滑、书目质量不高、

作，发放读者满意度调查表，了解读者对采购图书

书商信息良莠不齐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我馆应结合

的满意度。关注与既定中文图书采购计划的吻合

本馆实际，调整采访工作新思路，开创采访工作新

度，吻合度高则说明实际的中文图书采购工作是按

模式，增强员工综合素质，使我馆的馆藏朝着良性

照既定的采购计划有序进行的，中文图书采购工作

循环轨道发展，让图书馆服务因采访工作的日臻完

质量较高。对于采访不到的书目，在一定时间内重

善而更上一层楼。

新整理，换发到其他书商；对于所有书商不能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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