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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医院图书馆图书剔旧工作
张玲
山东省临沂市沂水中心医院图书馆，山东 临沂 276400
摘要：阐述医院图书馆图书剔旧的必要性、范围、原则、方法步骤及剔旧图书的再利用，提高图书
的合理利用效率，使医院图书馆保证合理的馆藏结构及馆藏质量，为医院的医疗、科研和教学提供有力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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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Book Weeding in Hospital Libraries
ZHANG Ling
(Library of Yishui Central Hospital, Linyi Shandong 2764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ounded the necessity, scope, principles, methods and procedures, and the recycle
of book weeding in hospital libraries, which can improve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ensure the
reasonable holding structure and holding quality of hospital libraries. All of these would provide strong supports
for medical treatment,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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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图书馆是医学知识、医疗实践的重要传播

规模的馆藏。由于医学书目部分专业性较强，各馆

场所，为医务人员提供业务、科研等服务，为管理

都不轻易进行剔旧，时间越长积累越多，管理人员

人员提供教学管理等相关信息，对医院的发展起着

需要经常倒架，影响查找资料，加大了工作量。随

重要作用。加强图书馆图书建设是医院建设的一项

着时间的增长，部分图书的利用价值也相应下降[2]；

重要内容。图书馆将所藏文献中利用率极低或无用

一些图书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会被更新淘汰。这就

的文献排除出馆藏之外的工作叫藏书剔除，又称藏

需要将利用率低下、滞架时间较长的图书剔除，以

书剔旧。剔旧工作是图书馆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保证图书馆合理的馆藏结构。

分。其目的是提高馆藏质量、降低费用、节约书库

2 剔旧依据

[1]

空间 。是定期地、有计划进行的一项经常性工

2.1 依据图书的完整性

作，是“吐故纳新”的一个过程，把无价值的和闲

部分图书外观老化但内容并不老化，比如一些

置的图书剔除是“吐故”，省出空间接受新的图书

流通率比较高的图书，都会由于经常被翻阅而导致

是“纳新”，有利于图书结构的完善，更好的实现

外观残旧、破损，但这部分图书仍具有参考价值，

图书的零增长。本文分析了医院图书馆图书剔旧工

要着重修补，尽量不划到剔除的范围。若外观严重

作的必要性，并提出剔旧原则及具体实施步骤，以

破裂、磨损，书页出现污损、霉变、模糊等情况，

保证医院图书馆的馆藏质量。

不能修缮继续使用的，则只能剔旧另购买复本[3]。

1 必要性

2.2 依据图书的利用率

各医院图书馆在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积累一定

根据统计借阅记录和滞架时间可以选出某段时
间内借阅次数低于某个数值的图书或两次借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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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统计出在数量上超过读者需要的图书，包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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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复本，以及同一著作的不同的版本等，保留读

低，所以对这些图书的剔旧还需要谨慎。

者需要的最大值后剩余的进行剔除。

4.3 图书剔旧需保存一本

No. 5

每种图书最好都能够保证一本的存量，方便以

2.3 依据图书的使用寿命
图书的使用寿命也可以理解为图书的时效性。
由于技术的进展，一些图书资料会过时，失去使用

后的查阅，也利于图书的保存[7]。
5 具体步骤

价值，即超出图书的时效范围，借阅量很少，甚至

图书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出图书剔旧的

为零。比如考试类型图书，时效性较强，随时根据

计划、范围以及初选书目。书目内容应包括图书的

新的考试纲目出新，旧的自然很少有人问津，参考

题名、索书号、登录号、责任者、出版年份、版

性小。这类图书不为读者所需要，根据这类图书老

次、定价等详细内容。剔旧图书书目交由领导审批

化规律可大致了解医学类以及其他类图书的使用寿

后，再由各科室的专家组成小组进行复审。

命。然后依此制定出一个指标体系，列出医学类和

审定后的剔旧图书按类别进行下架、盖章注

其他类图书的最高保存期，超过保存期限的除保留

销、登记，下架后的图书按序摆放于指定位置，建

[4]

少量，其余予以剔除 。

立实际下架图书目录。安排专业人员对剔旧图书进

3 剔旧原则

行再审查，避免多、漏、错等情况发生。在图书下

3.1 不剔除范围

架的过程中如发现需要另行补充的图书，可做好记

根据图书实用性原则，百科全书、词典、药

录，及时采购。

典、年鉴等检索工具书，不论何年出版，也不论综

剔旧下架的图书目录及处理意见上报院领导，

合性与否，均不剔除；与医疗科研相关的重点学科

经批示后可再利用或处理。下架的图书目录按照处

的专业图书、经典著作等，不论有无副本，副本多

理方式在图书管理软件中相应的进行调整，做到剔

少，均不剔除；中医相关图书时效比较长，经典的

旧后实际图书与馆藏账目相符合。对暂缓剔旧的图

[5]

中医古籍、名家指导等都需保留 。

书可根据情况再流通借阅。

3.2 酌情处理

6 剔旧图书的再利用

肿瘤学、药物治疗学、计算机等方面图书更新

对于剔旧的图书中可以再次利用的资源许多图

比较快，可根据借阅率随时适当调整剔旧的年限。

书馆一直采取储存于备用库的传统方法，它们几乎

若 3 年内有借阅，仍需保留。

没有再被利用的机会与价值了，这样既占用存储空

外文图书一般较少，虽出版时间久远，仍有需
[6]

要提高外语水平的读者需要，可做保留 。

间，又浪费了这部分资源。其实这部分资源完全可
以再次发挥作用，随着图书馆的慢慢发展壮大，图

与医疗专业无关的图书，如农业、法律、文学

书的再利用是剔旧图书处理工作的重点，更需要重

等类图书，医院有职工书屋的可以剔除后移交至职

视、完善，使其规范化。医院图书馆是医院业务建

工书屋，若无职工书屋的则可保留。

设、文化建设和人文建设的重要途径，更应重视并

存在重版的图书，旧版本也要保留，便于借鉴
对照。
对于把握不准，可留可剔的图书，暂缓剔除，

合理发展图书再利用，使其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
6.1 转移到科室
有一定利用价值的、专业性较强的医用图书可

可再流通一段时间再做去留。

交由各科室保管和参阅。这部分图书下架之前就基

4 注意事项

本都是相对应的科室人员借阅、学习，其他科室几

4.1 调查评估图书利用率的范围要全面

乎不接触这类图书。因此在各科室留出一个专门的

包括使用者和服务者 2 个方面，即读者和馆员，

空间存放它们，科室人员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查

再与实际馆内图书借阅量、馆藏资源等情况相结合。

阅，利用率也比较高。

4.2 图书剔旧需谨慎

6.2 折价出售

需建立在不破坏藏书体系、馆藏结构的基础

可以将一些复本量过多的、时间相对较近的图

上，保持藏书体系的完整、连续。基础理论图书即

书折价处理给院内职工。医院图书馆人员可将剔旧

使利用周期长，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随时

下架的适合折价出售的图书按专业分类，然后在院

间增长同一学科或主题的图书，利用率也不全都降

内网上公示这部分图书的目录、数量、折后价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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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请有意愿、感兴趣的职工到医院图书馆办理

改善馆藏中的书号不一致、库存不符等现象，对馆

购买手续。对某些职工来说可能有些图书还很需

藏有一个全新而准确的把握。剔旧的图书还可以最

要，经过他们自己的挑选，这部分图书又能够重新

大限度地发挥其剩余价值，实现更大的效益，这也

得到利用，而且还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是馆藏价值的一部分。各医院图书馆对藏书的订

6.3 交换方式

购、录入、分类、流通等工作都有明确的规定，但

各个医院服务侧重点不同、具体情况不同，其

图书入库后的剔旧工作则无明确规范。所以各馆都

图书馆所购图书也会有所不同。在一家医院有些图

应加强对图书剔旧工作的认识，建立相关制度，不

书的流通性差、利用率不高，还有些图书由于其他

断完善、强化各个环节的协调合作，将图书剔旧工

原因存在一定的复本，但这不代表这部分图书就没

作规范化、程序化。

有利用价值了。对其他的医院、医学院等单位却有

图书剔旧工作既复杂又细致，要做到及时、合

可能存在一定的使用价值。同样这家医院也有可能

理、准确，要保证图书馆藏的有效、新颖，必须实现

从这些其他单位找到能为自己所用的图书。双方可

合理有效的剔旧。医院图书馆要以临床、科研和教

以采用交换的方式调剂图书。这种方式需要各图书

学为服务目的，根据医院的学科重点、图书馆性质、

馆相互联系，互通有无，促进发展。既提高了图书

需求，建议医院图书馆图书可 3～5 年剔旧 1 次 [11]。

的利用率、充实了各图书馆，还能够增进各单位间

只有充分认识到剔旧工作的重要性，有计划地

[8]

的联系 。

科学合理地做好剔旧工作，才能优化藏书结构，在

6.4 捐献赠送

促进基础工作的同时也可促进馆藏质量以及图书利

一些偏远的乡镇医院仍然比较落后，条件差，

用率的提高，使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更好的发展，更

无力购买相关图书，医护人员无参考书可用，在一

好地服务于医务人员、管理人员。

定程度上影响了业务水平的提高。我们可以根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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