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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在综合性医院发展中的作用
张静薇，刘新亮
内蒙古包钢医院图书馆，内蒙古 包头 014010
摘要：医院图书馆是为临床医、教、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医院的信息中心。其主要工作是收
集、加工、存储和传递文献信息等。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以及形式与载体的多样性，
对医院图书馆提出了更高要求。图书馆馆员要改变观念，与时俱进，不断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加强服
务工作，改变服务方式，积极开展情报调研活动，为临床医、教、研更好地服务，使图书馆在医院发展
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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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of Librar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Hospitals
ZHANG Jing-wei, LIU Xin-liang
(Library of Inner Mongolia Baogang Hospital, Baotou Inner Mongolia 014010, China)
Abstract: Hospital libraries are academic institutions of clinical medicin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rvices,
which are also the hospital information centres. The main work is around the collection, processing, storage and
transmission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service.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transmission speed and the
variety of forms and carriers of network information proposed higher requirements to hospital libraries.
Librarians should change their min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meet readers’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consistently, strengthen service work, transform service modes and conduct information survey programs
actively, with a purpose to offer better services to clinical medicine,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help librarie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ment of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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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医院图书馆作为专业性的图书馆，在

和知名度。第四是“广”，科学合理使用有限的经

临床医疗、研究生教育、科研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

费，制定综合的购书方案，让新采购的图书能发挥

显。图书馆工作人员不断加强医学信息的开发利

最大效益，提高图书的利用率。

用，重视情报服务职能，充分发挥图书馆在临床重

2 丰富馆藏，科学传递

点学科建设方面的作用，提升医院的综合实力，为

图书馆馆藏分为有形馆藏和虚拟馆藏。有形馆

实现研究型医院的目标助一臂之力。

藏，指利用图书馆的有限资源，尽量扩大收藏范

1 履行基本职能，合理收藏

围，构建以本院重点学科为主、兼顾其他学科的馆

在知识经济时代，医学图书馆职能应为收藏、

藏新格局，从而使书刊质量、数量、种类以及内容

传递、信息开发和情报服务、宣传教育以及精神文

变化能够满足临床科研工作的需要，为医务工作者

明建设。收藏方面应该着重于以下 4 点。第一要求

进行医疗、教学和科研提供丰富的信息源 。虚拟

“专”，认真审阅各种连续性出版书刊目录及读者

馆藏包括各类操作光盘、电子图书、电子期刊、医

推荐书刊目录，在充分考虑读者需求、广泛征求医

学视频、引文数据库、题库等。内蒙古包钢医院作

教研要求的基础上，及时完成书刊的初选工作。第

为三级甲等医院，数字资源极其丰富，购买了电子

二要求“新”，收藏具有先进性和实用性的医学科

图书、外文图书库、医学视频库、中国生物医学期

研成果等。第三着重于“精”，使藏书更具有价值

刊引文数据库（CMCI）、中国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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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各项补充工作，促进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提高

务，我院设立了 office anywhere 智能办公系统，

科研质量。

查询的资料可通过此系统上传至读者邮箱，从而有

6 重视网络环境建设，提高情报服务职能
针对信息资源和医院各个科室的实际情况，合

效节约时间。

理进行网络基础设施和网络服务器的改造。我馆在

3 为临床医疗服务
图书馆在图书采购方面应兼顾临床各科，建立

院内组建了局域网，设立了图书馆知识管理平台，

本馆特色馆藏，利用现代通信、计算机、网络等先

定期发布我馆新书通报，介绍优秀医学分类网站、

进技术，拓展医院图书馆的服务功能，为临床医疗

世界各国国家图书馆免费医学相关资源，发布最新

做好服务。在实践中，图书馆情报工作者应多与读者

SCI 收录期刊列表、美国工程索引（EI）收录期刊

沟通，多参加临床查房、病例讨论等，积极了解临床

列表等各类信息资源，与读者共享。另外，针对有

的新动向和读者的信息需求。图书馆工作人员要有无

些读者时间紧、电脑操作不熟练等情况，对读者进

私奉献、甘为人梯的精神，图书馆服务所产生的社会

行网上培训及科室实地培训，主动服务，便于图书

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潜在和滞后的，要想方设法自觉

馆了解各个工作站的数字资源使用情况，尽快解决

自愿为读者服务好，不断拓宽服务领域，逐步提高服

医务人员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疑问。我们还为各科

务层次。带动整个馆员队伍素质的提高，形成人才

室设立了“我的机构馆”，以科室为单位，设立用户

队伍建设的良性循环，使医院图书馆员真正成为知

名，就可以看到图书馆推送的有关本科室疾病的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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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导航员、网上导航员和知识管理者 。

医学资讯，也可了解本院科研人员评价和同行机构的

4 为医院科研服务

对比等。读者还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研究方向设立

科研创新是在现有医学发展基础上以掌握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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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人馆”，方便快捷地查询所需各类文献。同

信息为基点的一个学术再创造过程 。要进行科研

时，图书馆内的电子阅览室设备也日臻完善，工作人

立项，文献是首要的信息支持。我院图书馆积极参

员可以在阅览室指导读者进行各类中外文文献检索。

与课题立项、查新等。通过大量的中外文文献检

在全院局域网使用过程中，建立院内局域网防卫系

索，为科研人员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根据查新项目

统，消除安全隐患，为读者上网提供优良条件。

的科学技术要点、查新点及查新要求，设定文献检

7 结语

索范围及检索策略，得出检索结果和初步查新结

我院是包头市规模较大、设备较为先进的三级

论。这些有针对性的文献信息，大大提高了我院科

甲等医院，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医院图书

研效率，少走了许多弯路。图书馆 2014 年文献检索

馆是医务人员获取医学知识的重要场所，充分发挥

量比 2013 年增长 220%，我院科研项目与科技成果

图书馆的作用是每个图书馆工作人员应该认真思考

也稳步增长，2014 年与 2013 年相比省级课题增长

的问题。面对医务人员需求的不断提高，图书馆全

20%，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发表量增长

体人员要不断改进服务措施和方法，树立主动服务

26%，论文总影响因子增长 50%。

理念，强化情报服务职能，为临床重点学科建设服

5 为研究生教育服务

务，促进医疗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的提高。要开展

图书馆可以说是研究生教育的第二课堂，因此

多层次的信息教育，兼顾各专业研究生教育的需

要利用自身信息资源优势，充分发挥情报和教育职

要，重视网络环境建设，为医院可持续发展做贡

能，为研究生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在服务过程

献。展望未来，我馆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学习同行

中，要体现系统性，呈现专业性，强调实用性。例

经验，根据我院发展趋势与实际情况，增加服务功

如通过举办文献检索培训班，介绍图书馆自动化系

能，拓宽服务领域，深化服务层次，在创新服务项

统的内容和医院知识管理平台的应用，讲解文献检

目的同时树立品牌效应，从而带动新的服务，创造

索方法，帮助研究生群体查询科学前沿信息和最新

新的品牌，充分发挥医院图书馆知识资源的作用与

成果，提高研究生信息获取能力，提高科研水平和

价值，为医院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SCI 发文量。也可以通过研究生用户的个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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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具在搭建医院图书馆
微信服务平台中的应用
马桂平，王乐
苏北人民医院图书馆，江苏 扬州 225001
摘要：目的
围。方法

利用各类常用管理工具搭建医院图书馆微信服务平台，以补充医院图书馆泛在服务范

使用甘特图、鱼骨图、趋势图等管理工具，分析、构想、搭建医院图书馆微信服务平台，并

分析其中的不足和解决方案，整合提炼泛在图书馆知识创新服务方式。结果

不同阶段灵活运用相关管

理工具使微信服务平台的搭建过程有条不紊，可按计划开展工作，定期检查总结计划执行情况，及时发
现问题，提高效率。结论

管理工具是图书馆创新服务的翅膀，在整体架构、时间管理、内容运营与传

播推广等方面，利用管理工具搭建微信服务平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医院图书馆；微信服务平台；甘特图；鱼骨图；趋势图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5.06.009
Application of Management Tools in Building Wechat Service Platform of Hospital Libraries
MA Gui-ping, WANG Le
(Subei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su Province, Yangzhou Jiangsu 225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pply various kinds of commonly used management tools in building Wechat
service platform of hospital libraries; To broaden the service coverage of hospital libraries. Methods Wechat
service platform of hospital libraries was analyzed, conceived and built by using Fishbone diagram, Gantt chart,
trend chart and other management tools, which were also used to analyze the shortcomings and solutions and
integrate and refine service modes for knowledge innovation in libraries. Results Flexibly using relevant
management tools in different stages enables the building process of Wechat service platform to be in a
systematic and smooth way, which can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plan. Condition of plan implementation
was summarized regularly to identify problems timely and improve efficiency. Conclusion Management tools
are the wings of the innovation of library service. No matter 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time management or the
content dissemination and promotion, management tools can create significance on building Wechat service
platform.
Key words: hospital libraries; Wechat service platform; Gantt chart; Fishbone diagram; trend chart
智能手机的兴起带来了一场移动交互体验的革

一技术支持，增加服务读者、与读者沟通的渠道，

命，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产品发布了手机版本，微信

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更为新颖高效智能的个性化方

作为新兴的即时通讯产品正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式。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笔者在搭建微信服务平

新时尚。当前各行各业都在积极探索适合行业特点

台时使用甘特图、鱼骨图、趋势图等管理工具，对

的微信服务方式，苏北人民医院图书馆及时借助这

平台建设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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