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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技查新团队建设构想
——以广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科技查新站为例
方懿林
广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从科技查新工作的性质及其重要性出发，剖析广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科技查新人员构成现状
和工作状态，指出组建科技查新团队的必要性。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 4 种实施方案，即放宽医学信息学
科专业限制、采取轮岗学习择优选拔形式、建立合理规范的工作制度和激励机制、分工合作与明确责
任，以及具体实施途径，从而推动我校中医药科技查新工作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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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ions for Building the Medical Sci-tech Novelty Retrieval Team － Taking Sci-tech Novelty
Retrieval Station of Library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s an Example
FANG Yi-lin
(Library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ning Guangxi 53000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began with the natu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sci-tech novelty retrieval work,
analyz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taff composition and working condition of sci-tech novelty retrieval in Library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ointed out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sci-tech novelty retrieval
team. It also proposed 4 implementation plans combined with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according to
the physical truth: extend the limitation on medical information subject majors; adopt the form of rotating
learning for the best selection; establish reasonable and standard working systems and incentive systems; share
out the work and cooperate with one another and set clear lines of responsibility. These ideas would greatly
promot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sci-tech novelty retrieval wor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our
university.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i-tech novelty retrieval; novelty retrieval team; conception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

图书馆的专业科技查新人员人才存在缺口，很难在

会为提升中医药民族医药，继承创新能力，利用各

短期内高质量地完成大批科技查新任务。有鉴于

种渠道筹集经费，广泛开展符合国家科学技术研究

此，组建学校中医药科技查新团队尤显重要。

政策和医疗卫生政策要求的中医药民族医药科学研

1 中医药科技查新团队建设的必要性

究，区内各医疗卫生单位及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大大

2000 年 12 月，我馆科技查新站被广西科技厅

提高，涉及民族医药基础、临床、药物研究和相关

批准为中医药行业科技检索查新单位，至今已为申

中医药民族医药产业开发技术研究等方面的科研项

报广西科技创新发展项目等开展医学科技查新报告

目申报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申报这类科研项目，

2100 余件，查引查证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

一般都需要提供科技查新报告，而广西中医药大学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等收录证明报告 200
余份，有效促进了广西科技创新发展。在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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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在科研立项等环节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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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校广大师生和其他科研工作者，扩大我校科研

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较强的责任心[2]，必须有广泛的知

成果声誉，也为今后我馆科技查新站良性循环发

识结构、较强的文献分析和文字表达能力[3]，而医学

展，笔者从科技查新项目数量、查新时间、查新人

科技查新人员还要具备医学药学等相关学科的背景

员构成和工作现状、查新报告撰写质量等方面论述

知识。在接到查新任务后，应在第一时间把握该研

组建团队的必要性。

究属于哪些领域，关注重点是什么，从而准确把握查

1.1 从科技查新数量和查新时间看团队建设的必要性

新点、查新词和查新策略式，利用相应的医学数据

1.1.1

库检索文献并筛选相关文献，最后撰写查新结论。

科技查新数量整体稳中有升

每年有很多

中医药课题立项、结题、申报成果，10 余年来我馆

1.2.2

科技查新站接待查新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见表

信息专业的专职查新员较少，且近年未引进医学信

1）。截至 2015 年 7 月 6 日，我馆 2015 年已经接受

息专业人才。由于我馆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人才缺

并完成查新委托 99 件。

乏，最切合实际的做法是从馆内发展培养人才。目

查新人员构成现状和工作状态

我馆医学

表 1 2001－2014 年广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查新数量（个）

前，我馆科技查新人员所涉专业主要有中医学、中

年份

查新数量

年份

查新数量

药学、医学信息学、图书馆学、护理学、计算机信

2001 年

23

2008 年

158

息等；专职查新员在 28～40 岁，均具有较高学历，

2002 年

29

2009 年

268

工作能力较强。

2003 年

27

2010 年

191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囿于某些因素，我馆工作

2004 年

95

2011 年

239

人员在学历、职称、专业和年龄等方面的不足，对

2005 年

129

2012 年

280

图书馆工作的发展有诸多不利，此种情况得到学校

2006 年

141

2013 年

155

的关注与重视，情况得以改善。我馆现有工作人员

2007 年

187

2014 年

240

41 人，大专以上学历 27 人（其中博士 5 人，硕士

根据科研课题

11 人），中级以上职称 22 人（其中副研究馆员 6

的主管单位划分，一般有国家教育部、广西科技

人）。但我馆工作人员所涉专业和年龄特征上发展

厅、广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广西教育厅、广

仍极不平衡（见表 2、表 3）。

1.1.2

科技查新时间分布不均衡

西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的项目；按级别划分，有国

表 2 广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人员所属学科专业结构状况

家级、省部级、市县级等不同级别的项目；按查新

所属专业

馆员数量

百分比/%

目的划分，有立项、结项、专利、成果申报等不同

医学信息

1

2.4

性质的查新。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申报时间不同，其

图书馆学/档案学

3

7.3

科技查新时间也不同。科技查新工作在时间安排

计算机类

6

14.6

上，应与课题的申报立项、结题、申报奖励时间等

中医学/中药学/护理学

9

22.0

同步，因而该工作具有一定的淡季、旺季之分 。

农学/文学/英语/哲学/生物化学

9

22.0

一般情况下，我馆科技查新站查新工作旺季多集中

其他

13

31.7

[1]

在每年的 2～4 月，3 月有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表 3 广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人员年龄结构状况

会的自筹课题，4 月有广西中医药管理局和广西工

年龄（岁）

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的相关课题，6～8 月有结题和成

55～65

果申报等查新，其余时间大多属于淡季。所以，查
新旺季一般集中在寒暑假，查新人员必须加班加点
才能完成任务；而淡季却相对空闲，造成我站人力
资源浪费。

目前我馆设有 3 名专职科技查新员。在科技查

1.2

从科技查新人员构成现状和查新工作的高质量

要求看团队建设的必要性
1.2.1

医学科技查新人员必备素质

馆员数量

百分比/%

2

4.9

45～＜55

12

29.3

35～＜45

16

39.0

25～＜35

11

26.8

新工作旺季时期，专职查新员每天承担超负荷脑力
工作，看到馆内其他部门同事按时上下班、按时休

合格的科技

寒暑假，在职业角色定位上不自觉地产生了落差。

查新人员必须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较高的

他们在保证查新质量的同时要为绩效焦虑，导致幸福

外语水平、良好的语言沟通和理解能力，必须具备

感降低。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其科技查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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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立合理规范的工作制度

人力资源，发挥个人能力，缓解科技查新部门工作

根据我馆实际情况，并参照国内其他高校图书

压力，促进馆内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增加联系

馆的做法，经过查新人员集体讨论，初步制定了工

[4-5]

，为高

作制度。⑴总要求：凡属于我馆科技查新站查新

校图书馆更全面地开展工作提供保障。但是，因兼

范围（中医临床、中药研发和医疗器械研制等立

职查新员的工作重点不是科技查新，只是在科技查

项、结题、成果鉴定和申请专利等）的委托项目，

新项目较多的情况下兼职进行此项工作，其查新报

原则上不能拒绝；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拓展查新

告质量无法与专职查新员相比；且兼职查新员精力

业务。⑵针对专职查新人员设立坐班制或工作量制

和学习的机会，增强馆员之间的认知程度

[6]

2 套方案，但考虑我馆科技查新站属于服务部门，

有限，工作难有创新性 。
科技查新工作是

只能按正常行政工作时间上下班即坐班制，不设基

查新人员根据课题的性质、目的和委托人的要求，

本工作量。有查新任务时全力完成查新，无查新任

做出一系列文献检索和情报调研相结合的情报研究

务时可根据馆内和本部门要求完成其他工作。查新

工作，是科技查新人员知识、技能和经验等综合素

任务量大或节假日期间（包括寒暑假）查新工作按

1.2.3

查新工作的高质量要求

[7]

质的反映 。其结果是针对委托人查新项目创新点

实际加班时间给予补休。⑶针对兼职查新人员，在

出具一份客观、真实、准确的查新报告，是评审专

做好自身岗位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完成查新

家和科研管理部门评价参审课题创新性、实用性的

工作，按查新工作量给予补休或加班补贴。

重要依据。

2.4 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鉴于目前我馆医学信息和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

建立完善合理的查新激励机制，设立弹性激励

的人员偏少，而且学科背景与专业来源各异，专业

选择，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对于所完成的

素养和业务能力参差不齐，建议运用不同专业搭配

查新任务，由查新站制表登记、审核，并报馆办公

组合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进步。更要充分

室。这样可以激发科技查新员和审核员的工作积极

利用和加快培养众多的年轻馆员，为我馆的科技查

性，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尤其是查新任务集中且

新工作注入活力。

时间紧迫时，激发查新人员工作积极性，可以确保

2 组建我馆科技查新团队的实施方案

查新报告的高质量。比如：设专职和兼职查新员，

2.1 放宽医学信息学科专业限制

依据天数、个数、国内（中文）查新和国内外（中

由于科技查新工作涉及众多的学科知识，因此

外文）查新情况，每完成 1 个国内（中文）查新，

要敢于放宽医学信息专业限制。除专职查新员外，

分别给予 1 天和 2 天补休、或 25 元和 50 元补助；

对其他兼职查新员不设固定专业要求，护理学、中

完成 1 个国内外（中外文）查新，分别给予 2 天和

医学、中药学、计算机软件开发和汉语言文字学等

4 天补休、或 50 元和 100 元补助等。查新人员可以

专业，凡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文献检索经验丰

根据自身实际，选择补休或补贴。为确保查新质

富，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专业知识扎实且文

量，查新项目审核由查新站主任和馆长进行分级审

字功底较强等查新工作条件的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

核，每审核 1 个国内（中文）查新给予 20 元补助，

的人员，均可加入查新队伍。

审核 1 个国内外（中外文）查新给予 40 元补助。

2.2 采取轮岗学习择优选拔人才

此外，还需建立具体的奖励措施。对于积极从

图书馆要从大局着眼，每次选派符合条件的 2 名

事科技查新工作的馆员在年终考核、职称晋升方面

工作人员，采取轮岗形式进入我馆科技查新站进行

给予适度倾斜；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其外出参加

学习培训。站主任则需要以“师带徒”形式教授查

学术会议、赴境外进修访问、优先给予馆内科研项

新知识，以速成方式进行培训，令其独立完成查新

目资助等。

练习，学会和查新项目委托人沟通，尽快上手进入

2.5 分工合作，责任明确

查新员角色。对查新工作兴趣浓厚、表现突出、有

科技查新工作要充分发挥个人学科专长。当课

潜力且好学上进的人员外送培训，系统学习科技查

题选题涉及国外医学文献的项目查新委托，因涉及

新课程及流程，只有通过这种“理论-实践-再理论”

英文和医药学知识，一般由我馆医学博士负责完成；

的学习方式，才能缩短学习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当课题选题涉及中医药民族医药基础、临床护理、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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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研究和相关中医药民族医药产业开发技术研究、医

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掌握

疗器械专利申报查新和与医学有关的边缘学科的，

《中医基础理论》《中国医学史》《中医诊断学》《中

由查新主任按学科所涉及专业分配查新课题任务给

医方剂学》等基础教材的知识。

查新人员，做到合理调配。如“自拟七味舒筋汤治

外出培训，持证上岗。加大对查新人员的外出

疗中风恢复期气虚络瘀证偏瘫的临床研究”和“雷

业务提升培训的力量，资助员工参加国内图书馆学

火灸治疗恶性肿瘤疼痛的临床研究”，涉及临床研

术年会。如教育部中医药科技查新培训、Dialog 国

究，由中医学或针灸学专业人员负责；“新型长节

际联机检索系统培训等。

段腰椎弹性内固定器研制”涉及生物力学和微创手

定期举行馆内业务培训，讨论查新工作。每月

术，且要求成果查新，则由专职查新人员负责；

部室人员召开 2 次会议，及时进行阶段工作小结，

“壮药藤苦参规范化种植的研究”涉及广西特色中

相互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坚持写工作日记，记录工

药材的栽培，“降血脂药六味麻蓝片的研制”涉及

作中遇到的问题，认真思考激发灵感，并积极撰写

药物研制与开发，“3M 透明敷贴联合抗压凝胶垫控

论文，申报课题。每周定期组织体育活动，增强团

制高危手术患者压疮发生的研究”是医疗器械在临

队意识。

床的有效使用，则分别由中药学和护理学人员负

4 小结

责；“太极拳对社区中医体质的可调性及推广价值

随着中医药民族医药科研工作的日益深入与不

研究”“壮医药旅游文化保护传承关键技术研究”

断发展，医学科技查新工作日益重要。而查新工作

涉及医学内容较少，则可以由其他学科背景的人员

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培养高素质查新人员和建立优

负责；“白药膏对大鼠早期异位骨化影响的实验研

秀的专业查新团队尤显重要。对于科技查新人员，

究”则由具备中西医结合专业知识的人员负责。

上述实施方案和途径，可以有效解决查新淡季其工

除进行科技查新工作之外，专职查新员还要积

作量不足和课题集中时超负荷脑力工作的问题。因

极配合馆内完成其他与查新工作相关的事务、年度

查新高质量反馈率提升其职业价值感，也因落实激

读书活动和数据库购买及使用培训等相关工作。例

励机制减少其职业角色定位的落差，幸福感增强，

如，调查补充购买并及时更新医学外文数据库，经

工作积极主动、效率高，从而进一步推动我校中医

常举办师生数据库培训活动和馆内人员查新培训工

药科研工作的发展。

作；配合技术部门，在我馆主页上，加大查新站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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