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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图书馆学》评介
徐丽丽，李敏，侯酉娟，张媛媛，郎朗，邱润苓，覃晋，段青*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本文旨在对《中医药图书馆学》进行内容简述与学术价值评价。该书主要论述了中医药图书
馆学，系统阐述了中医药文献资源组织、建设与发展，介绍了中医药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医药图书馆服
务与用户教育、中医药文献信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中医药图书馆现代技术应用及中医药图书馆核心竞
争力研究。该书对中医药图书馆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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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Library Sci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U Li-li, LI Min, HOU You-juan, ZHANG Yuan-yuan, LANG Lang, QIU Run-ling, QIN Jin, DUAN Qing*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described and evaluated the academic value of Library Sci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book discusses the TCM library science,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CM literature
resource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of TCM digital libraries
and service and user education of TCM libraries, retrieval and utilization of TCM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moder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f TCM libraries, and the research on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CM
libraries. This book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librarians of TCM libraries and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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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张华敏研究员、符永驰研究员主编的《中医
药图书馆学》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该书首次把中医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提
出，为中医药信息学增添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

项目“中医药信息学丛书”的分册之一。信息科学

《中医药图书馆学》是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医药

技术对中医药学术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书馆学的研究专著，它的出版弥补了中医药学研

中医药信息学应运而生，以崔蒙研究员等为首的学

究与图书馆学研究交叉的薄弱环节，对中医药信息

术团队，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信息学的研究，为促

学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科研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

进学科发展，编撰出版了“中医药信息学丛书”。

指导意义。笔者通读本书，概括其内容，谈谈自己

《中医药图书馆学》主要介绍了中医药图书馆学的基

的几点体会。

[1]

础理论、研究方法、实践应用及相关研究进展 。

1 著书意义
1.1 首次明确阐述了中医药图书馆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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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产生、发展而不断完善的一个新学科，是对中

资源组织方法与工具。主要涵盖了中医药文献信息

医药文献资源建设、中医药文献资源利用及中医药

资源分类、中医药古籍文献资源积累方法与分类、

图书馆发展的研究。在信息科学和中医药学的飞速

多媒体资源分类与标注、中医药数据库资源建设等

发展下，中医药图书馆学将有更丰富的内涵和实

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

践，必将成为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

志》和《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正史目录和官修目录

1.2 系统集成了中医药图书馆研究的主要成果

的代表，记录了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中医

本书是编者们对多年从事中医药图书馆工作与

药学术文化史体系的建立，对中医学术发展具有重

研究所做的一次回顾与总结。在撰写过程中，借鉴

要的影响 [2] 。本书列举了中医药文献编目与著录、

了大量国内外图书馆学、信息学相关著述及研究成

中医药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 2 个实例说明中医药文

果，同时重点对数十年来中医药图书馆领域运用的

献信息资源的组织方法工具。

理论、方法、技术与取得的研究成果做了梳理和提

中医药现代资源建设、古籍资源建设、多媒体

炼，书中论述的中医古籍文献保护和利用、中医古

资源建设是指对中医药文献信息资源进行系统规

籍图书目录编撰历程、中医古籍申报“世界记忆名

划、选择、收集、整序和合理布局，建立能够满足

录”、中医古籍分类法的研究，到中医药多媒体的

与保障中医药教学、科研及医疗卫生事业所需要的

分类和标注研究、多媒体技术在中医药领域中的应

中医药文献信息资源体系。中医药文献信息资源体

用，再到中医药现代文献的分类标引工具、中医药

系是图书馆开展一切服务工作的基本保障，是图书

核心竞争力的研究，无一例外都是数十年中医药图

馆为读者服务工作的有力支撑。

书馆工作实践和科学研究的成果与总结。

中医学数千年来积累的丰富理论知识和临床经

2 论著内容

验，不仅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学

2.1 概括论述中医药图书馆学

术价值。作为中医学的最主要载体，中医古籍不仅

主要阐释了中医药图书馆学概念及学科属性、

是中医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当代中医学

产生和发展、研究对象与内容，及与其他学科之间

继承和创新的重要资源和源头。因此，加强中医古

的关系。中医药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中医药文献信

籍文献的保护与建设是中医药传承的重要内容。

息资源建设、组织与利用、中医药图书馆管理和中

中医药多媒体资源是中医药文献信息资源的重

医药图书馆与教学、医疗、科研及社会关系的管理

要组成部分，是指融合了图片、音频、视频等多重

学科。它同中医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档案学

媒体且与中医药理论、知识及应用相关的多媒体资

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源。随着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医药领域内的

相比公共图书馆等类型图书馆，中医药图书馆

多媒体资源尤其是网络上的中医药多媒体资源，增

具有专业性很强的特点，它是搜集、整理、保管、

长迅速，各种中医药的声像资源和多媒体电子制品

利用并传播中医药学及其相关的文献信息资源以满

成倍增加。

足读者特定需求的中医药文献信息机构。它的主要

2.3 中医药数字图书馆建设

工作对象是中医药文献资源和本专业相关的读者；

本书概述中医药数字图书馆基本概念、内涵与

工作程序是对中医药信息进行采集、整理、存贮、

研究范围、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并详细介绍了

传递和开发；工作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中医药信息资

中医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现状，中医药特色数据库

源服务；工作性质是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工作

建设的进展，民国中医药书刊与中医药古籍文献的

内容是中医药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它最本质

数字化建设概况与进展。

的属性是研究中医药学文献信息的采集、加工、整

中医药数字图书馆建设主要包括 4 个方面的内

理、保存和技术服务的规律，探索中医药信息化服

容，中医药数字图书馆基础设施建设、中医药数字

务的方式。它研究的要素主要包括中医药文献信息

资源建设、中医药数字图书馆服务建设及中医药资

资源、馆员、服务对象、经费等。

源数字化标准规范建设。

2.2 中医药文献资源组织、建设和发展

2.4 中医药图书馆服务与用户教育

本书系统介绍了中医药文献信息资源组织的概

本书介绍了广义图书馆服务到具有特色的中医

念、特点、作用等基本理论，论述中医药文献信息

药图书馆服务，及对不同用户主体进行教育的方法

与内容。图书馆以“为用户服务”为宗旨，体现了

体系的构建、评价模型与评价标准等相关研究，探

主动为用户服务的内涵，是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具体

索提升中医药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方法。

体现，是信息化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图书馆创新

根据国内外对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观点，

发展的必然要求。素质教育、图书馆指导教育、信

通过对图书馆核心竞争力概念的理解及对各种学说

息素养教育是中医药图书馆开展用户教育必不可少

的认识，将中医药图书馆核心竞争力概括为：中医

的内容。

药图书馆能够及时掌握并适应用户对中医药文献信息

2.5 中医药文献信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

需求变化的趋势，经过长期精心培育建立起来的独

本书系统介绍了文献信息检索基础知识，中医

特的竞争优势，是维持其存在和保障其发展的独特

药参考工具及中医药相关电子资源，为读者快速准

的、外界不易掌控的核心资源及其提供中医药文献

确地利用中医药信息资源提供参考借鉴。

信息服务的关键能力[4]。

中医药文献检索是指以科学的方法、利用检索

3 小结

工具和检索系统、从有序的中医药文献集合中检出

大数据时代给图书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医

所需信息的一种方法，是获取中医药知识的捷径。

药图书馆也要经历从传统图书馆到复合型图书馆的

掌握中医药文献信息检索方法与技能，可以帮助读

转型，信息服务正在向数字化、网络化、知识化、

者尽快获取所需知识，最大限度地节省查找时间，

个性化、移动化等方向发展。数字互联网业态中的

使文献信息得以充分的利用。中医药文献检索被广

图书馆必须不断吸收新知识，接受新科技，拓展新

泛应用于教学、科研或中医药临床疑难杂症的治疗

功能，关注世界新潮流，重新思考角色定位，制定

中。掌握中医药文献信息检索的方法是终身学习的

全新行动方案，昭示重要性，体现新价值 [5] 。通过

需要，也是知识创新的需要。熟练掌握查阅中医药

《中医药图书馆学》对中医药图书馆有更加深入的

文献的知识与方法，是从事中医药教学与研究、中

认识和了解。开创和发展一门新的学科，需要不断

医临床、中药生产等工作的中医药人员和学习中医

探索、研究、总结和提高。相信通过对中医药图书

药各专业的大学生必需的基本功。

馆学不断的研究与实践，定会使之日臻成熟，不断

2.6 中医药图书馆现代技术应用

完善。

本书介绍了中医药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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