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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分析了多媒体信息时代医院图书馆存在的问题，提出应该从建设现代化医院图书馆、加
强馆际交流等途径建设医院图书馆，并从提高馆员素质、改变服务模式着手，探讨了提升医院图书馆服
务水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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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Hospital Libraries under the Era of Multimedia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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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ozhuang Municipal Hospital of Shandong Province, Zaozhuang Shandong 27710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hospital libraries under the era of multimedia
information, proposed that hospital libraries should be constructed by building modern hospital libraries and
consolidating communication among libraries and other paths, and discussed the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service
level of hospital libraries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quality of librarians and changing service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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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院正常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医院

1.2 服务观念落后，管理者不够重视

图书馆集信息储存、分类、传播为一体，是知识管

目前医院图书馆的服务理念还十分落后，与时

理和文献情报的双重机构。对于从事临床或医学科

代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程度匹配度低。在很多人

研的人而言，图书馆不只是获取信息、知识、资讯

看来，医院图书馆主要作为科研用途，只与医院的

的重要途径，更是科研成果的“发源地”。对于医

科研部门和其部门成员有关系，而与图书馆的日常

院来说，医院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建设规模等既能

工作无关，没有让图书馆真正起到服务科研工作的

反映其科研、教学、医疗水准，也是促进其发展的

作用 [3] 。实际上的服务理念仍然以被动为主，因此

基本条件之一[1-2]。在多媒体信息时代，医院图书馆

造成了对图书馆利用程度不够，不会深入发掘，使

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漏洞显露出来，亟需改善。

得图书馆的最大效用没有发挥出来。此外，图书馆

1 多媒体信息时代医院图书馆的问题

始终未受到领导足够重视，在这个基础上，医院图

1.1 图书馆房屋陈旧，空间不足

书馆难以拥有丰富资源、得到良好发展，也就阻碍

现在医院基础设备十分匮乏，人们看病难已经
成了一个社会难题，在连病房都供不应求的情况

了其服务能力的提高。
1.3 图书馆利用效率过低，实际作用微弱

下，图书馆的建设很难有足够大的空间和设备支

由于图书馆大都收录纸质书籍、报刊等，而纸

持，再加上其回报不明显，多数情况下，图书馆就

质书籍、报刊占地空间大，医院图书馆空间不足则

不能与时俱进更新设备，建馆初期购置的设备一用

限制了馆内藏书量。另一方面，大部分图书馆的开

就是很多年，间接阻碍了科研研究。

放时间与医院正常上班时间相同，本身医生平时就
非常忙，很难有时间进入图书馆学习。而纸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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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传统图书馆很难满足这样的需求。

方便、时间久、储量丰富、占用空间小、不受时空

1.4 投入经费匮乏

限制、资源便于共享、利用效率高、传播速度快等

通常来说，医院图书馆的资金来源就是医院自

优点。在未来，医院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主要就是将

身投资，来源单一，图书馆建设之后，收益又十分

传统图书馆与网络、计算机结合，构成一个现代化

缓慢，再加上领导没有意识到图书馆在科研、医学

医院图书馆，能够同时兼具传统图书馆、网络、数

发展方面的作用，在投入资金时候就有所顾虑，不

字化图书馆的优点 [5] 。而传统馆藏部分作为现代化

会投入过多。因此医院图书馆亟需开拓更多资金来

图书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应该有所调整、优

源，融入更多资金以助发展。

化，加大对现有馆藏的开发力度，深入挖掘可利用

1.5 图书馆员职业素质不足

部分；改善书籍的检索模式，让医务人员找书更加

大部分医院图书馆员都是“改行”而来，没有

方便、快捷；在数据库里加入书籍信息，同时将其

受过专业的训练，职业素质不高，只能负责一些馆

与数字馆藏进行网络化链接，这样能够提高书籍的

内的日常材料收集、整理工作，很难在科研的立

使用价值。无论对于医院未来的发展还是医务人员

项、研究，所需材料的挖掘上尽一份力。

自身技能的提升，建设现代化医院图书馆都是必不

2 多媒体信息时代医院图书馆的建设途径

可少的。

2.1 图书馆内藏书应该有所分类、有所侧重

2.3 医院图书馆之间加强交流，共享资源

由于大多数医院图书馆经费紧缺，因此必须合

现在的医院图书馆存在服务观念落后、管理人

理分配有限的经费，让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的效

员素质较低、馆藏利用效率低等缺点，单靠一家医

用。医院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医院、医务人

院之力不可能改变，难以形成资源共享来满足读者

员，要根据医院具体情况进行建设，可以重点发展

需求。只有多家医院联合起来，加强彼此之间的交

医院的优势学科，让医院图书馆也具备“学科特

流，共同改造图书馆，共同享用资源，才能共同进

色”。所以，面对经费紧缺的现状，医院图书馆内

步，使馆藏利用率最大化，让医院图书馆逐渐能够

藏书必须按照有特色、有针对，还要遵循实用性、

良性循环。各医院图书馆首先要确定本馆的特色藏

效率性准则，不同的医院侧重学科也有所不同。另

书，然后各医院图书馆之间加强联系与交流，制定

一方面，也可以从科研、教学、临床等方面的具体

统一的服务标准和共享的规章制度，在为馆内补充

情况入手，针对这些方面的水平高、实用性大书

藏书时也要相互沟通，让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这

籍、期刊医学期刊进行收藏，尽量让这些资料保持

样，多家医院图书馆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

完整，自成系统，为医院、医务人员提供了一个完

利互惠的方式，让各医院图书馆的资源得到了有效

整的“研究体系”，这一体系也正能够使得经费发

利用，也让有需要的读者享受到最全面的资源服

挥最大效用，还能保证医务人员学到知识，保证医

务。在如今计算机普及、网络全面发展的形势下，

[4]

院特色学科、重点学科能够继续发展 。

如此形式的现代化医院图书馆突破了时空限制。除

2.2 建设现代化医院图书馆取代传统医院图书馆

此之外，各医院之间还可以进行馆际交流和写作，

目前，医院图书馆大多仍然以传统图书馆形式

利用不同的形式举行交流经验、业务研讨、馆员培

为主，传统图书馆的特点即为：纸质图书、期刊为

训等活动。还可以构建图书馆联盟、协会，进一步

主，阅读环境安静，到馆阅读或馆外借阅，编码形

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协同共进，共同发展[6]。

式检索，图书管理员提供咨询、服务。但传统图书

3 提高馆员素质，改变服务模式

馆的缺点颇为明显：纸质图书不便使用，难以保

3.1 依据时代需求，培养高素质馆员

存，占用空间大，使用时间受到限制，资源不便共

馆员对于医院图书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

享，利用效率低，信息传递效率慢等。而在现今网

就好比现代化医院图书馆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运

络普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传统图书馆已经难以

转程序繁琐的机器，而馆员就是保证其正常运转、

满足人们便捷、随时随地阅读的需求。数字化图书

不偏离主方向的操控者，现代化医院图书馆的运行

馆就在此时应运而生，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书籍的

效率在很大一部分上取决于馆员。尽管馆员对图书

收藏方式，数字化图书馆兼具传统图书馆和网络的

馆的运行至关重要，但目前大多数医院图书馆规模

双重优点，它将书籍数字化，具有便于使用、保存

较小，再加上地位不高、待遇较差，对于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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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的人才吸引力很小，图书馆员人才十分匮

沟通，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所在，有重点、有方向

乏。实际上，与传统图书馆相比，现代化图书馆对

地提供高质量服务。也可以在某一时期里确定一个

馆员的要求更高，由于信息载体、传播方式等都有

重点服务对象，如专家教授、学科带头人等，为他

了很大改变，这就要求馆员必须与时俱进，为了图

们提供咨询服务、信息服务、学术动态及专题资料

书馆更好地发展，更好地服务读者而努力提升自己

等，跟踪科研课题的研究过程。医院图书馆必须要

的专业技能，不仅需要检索技能熟练，还要有一定

专业化地去发展，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不断地改善

的医学知识，观察力敏锐，能够快速熟练地从庞大

自身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模式，这样才能真正起到

的知识体系中找到读者真正需要的、最便于医院发

服务医务人员，促进医院发展的目的。

展的信息。只有图书馆员熟练掌握以上技能，才能

4 结语

确保医院图书馆的正常运行，确保服务好读者，推

在多媒体信息时代背景下，医院图书馆建设必

动医院发展。培养高素质馆员则可以从以下 2 个方

须结合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俱进，与现代科技相结

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进高素质、高学历人才，通过

合，着重发展图书馆的信息储量，更新检索系统，

提高待遇等方法直接让人才上岗；二是对医院现有

提高馆员服务水平，这样才能真正发展成为一个现

员工中的部分人群进行培训，利用外出进修、岗位

代化医院图书馆。

培训等方式，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技能、服务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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