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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论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图书馆对不同服务对象应采取不同的服务措施及医
学应急资源建设的方式：加大优质资源的采集、挖掘和整理，构建可复用的专题数据库和科普资源信息
库，从资源与技术两方面完善数字教学参考服务系统。加强图书馆员应急服务能力，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时能够迅速应对，提供科学、有效的专属应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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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Service Resources of Medical Libraries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CHAI Rong, GE Hong-mei*
(Institute of Medical Information / Medical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10002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how libraries should adopt different service measures and medical
emergency resource construction methods for different service objects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crease the collection, mining and sorting of high-quality resources, build reusable thematic databases and
popular science resource information databases, and improve the digital teaching reference service system from
both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Strengthening the emergency service capabilities of librarians can respond
quickly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provid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exclusive emergenc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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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1] 和
[2]

们造成巨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的定义，突发性

征（severs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埃

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

博拉出血热（Ebola hemorrhagic fever，EHF）和中

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

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

MERS ） 都 对 人 们 的 健 康 和 国 际 交 流 造 成 很 大 影

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其中，重大传染病疫情因传

响。特别是 2019－2020 年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以及致病能力强的特点给人

（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更是成为影响全球的公
共卫生紧急事件 [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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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以下简称“医科院图书

费（3332018102）

馆”）作为医学文献情报中心，在突发公共卫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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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提供应急医学信息服务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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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本文通过总结疫情期间医科院图书馆的应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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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探讨医学图书馆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应急

以下 3 种：基于商业软件搭建的远程访问系统“医

服务的资源和方案。

信通”，以个人邮箱为账号（须为单位官方邮箱账

1

号）的协和移动身份认证系统，以及教师通过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医学图书馆提供应急服务的

方式

号、学生通过学号（与校园网账号一致）登录的院

1.1 对临床医学人员、科研人员提供医学信息服务

校 WebVPN 系统。特别是 WebVPN 系统无需安装客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为避免人员聚集，医科院

户端和 VPN 插件，支持电脑和手机直接使用，即使

图书馆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及时采取封闭管理，暂

在校园外也可访问校园内网资源和图书馆资源，极

停读者到馆服务（含 24 小时还书服务），并免除外

大地方便了院校师生。同时，通过线上和微信群为

借文献逾期费用。同时，利用图书馆先进的设备、

中国医学科学院用户提供图情信息咨询服务，包括

网络化设施和现代化信息技术，多措并举，保证线

委托查新查引、原文传递服务等。
另外，医科院图书馆联合美国 ProQuest 出版社

上服务及原文传递工作正常开展。
为及时提供疫情防控信息，医科院图书馆第一

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用户开通以下数据库：公共卫生

时间构建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防控

期刊全文数据库（Public Health Database）、护理与

知 识 服 务 平 台 ” （ http://2019ncov.imicams.ac.cn/

联合健康期刊全文数据库（Nursing & Allied Health

index.html），整合了国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关于新

Database）和美国国家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数据库

冠肺炎的资讯报道、学术论文、专业指南、政策法

（PTSDpubs）。还有护理学教育视频（第二版）

规、研究报告、科普知识、专题情报等信息，并定

（Nursing Education in Video, Second Edition）、护

时从国家各省市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和疾病控制中

理与心理健康视频（症状合集）（Nursing and Mental

心网站采集每日疫情变化最新数据，利用数据分析

Health in Video: A Symptom Media Collection），内

及可视化技术，多维度展示疫情发展变化趋势，根

容涵盖公共卫生、护理和心理学相关文献，满足临

据疫情变化及时更新平台的数据及信息，为临床、

床医生、护士及心理辅导者应对疫情的需要。

科研人员研究疫情提供文献支持。撰写《新型冠状

1.2 对网络医学教学提供教学参考信息服务

病毒肺炎报告》，内容涵盖国内疫情态势、国内防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教育部于 2020 年 1 月

控部署、国际疫情态势、最新科技进展（包含公共

27 日发布《教育部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

卫生、基础研究及疫苗研发）等内容，截止到 2021

的通知》 [6] ，鼓励各地利用互联网和信息化教育资

年 1 月 29 日，已更新到第 173 期。

源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持，保证“停课不停教，停课

医科院图书馆通过公共账号免费开通中国生物

不停学” [7] ，各地、各学校纷纷开展在线教学。医

医学文献服务系统（SinoMed，http://www.sinomed.

科院图书馆有经典医学教科书（如 Gray’s Anatomy,

ac.cn/）。SinoMed 于 2008 年首次上线服务，是集

Harrison’s Internal Medicine）、开放课件、循证医学

文献检索、引文检索、开放获取、原文传递及个性化

数据库、文献分析和评价数据库等，涵盖基础医学、

[4]

服务于一体的生物医学中外文整合文献服务系统 ，

临床医学、药学、公共卫生等各科及化学、心理学等

全面覆盖中西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资源，截至 2019

医学交叉学科[8]。图书馆发挥丰富教学资源优势，为

年 6 月，包含 1978 年以来国内出版的生物医学学术

各院所及学系开展教学活动提供信息及教学参考资

期刊 2900 余种、文献题录总量 1080 余万篇；收录

源支持：教师拓宽了专业视野和认知，节省时间，

世界各国出版的重要生物医学期刊文献题录 2900 余

优化教研思路；学生学习和掌握学科专业基础理论

万篇，其中协和馆藏期刊 6300 余种，免费期刊

知识，梳理脉络，打好专业基础。通过网络会议的

2600 余种；收录 1981 年以来北京协和医学院培养

形式继续开展“2020 读书周系列活动”和数据库用

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涉及医学、药学各专

法培训系列讲座，如科研与教学信息的获取、探索

业领域及其他相关专业；收录 1989 年以来近百种国

Access Medical 的奥秘、人卫临床知识库之于临床的

[5]

内出版的医学科普期刊，文献总量达 43 万余篇 。

价值、新版 PubMed 检索与利用、PQDT（ProQuest

通过多种方式开展资源远程登录访问服务，全

Dissertations & Theses）学位论文等，帮助学生系统

面支持院校临床、科研人员随时随地通过各种网络

性地把握学术脉络、前沿及方法论，为科研选题、

终端访问图书馆丰富的电子资源。登录方式主要有

提高科研效率及交叉学科研究提供洞见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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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救治患者赢得宝贵时间。因此，医学图书馆应

1.3 对公众提供健康信息服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接关系公众的生命健康和

通过积极收集各类相关信息和最新研究动态，建立

切身利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公众一度陷入恐

健全专题信息资源库，同时招募相关学科专业人员

慌、茫然的境地，及时有效的健康科普信息能够引

全方位挖掘、分析、整合信息，尽可能为科研人

导公众对疫情的正确认识，缓解公众的焦虑情绪，

员、医务工作者及决策机构提供高质量的资源推荐

[9]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疫情的蔓延 。由于用视频做科

和跟踪服务。当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将专题

普更容易提高公众的学习兴趣和接受能力，因此，

信息库整合入防控综合知识服务平台予以发布，并

医科院图书馆通过整理馆藏医学视频资源，在微信

持续追踪整合最新研究进展，更新完善数据库。同

公众号推出“医科院信息所科普”系列内容，如

时鼓励和协助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人员将最新研究

《有关消毒的那些“不知道”》《史说中医防治传

进展整合入平台资料库中，使其数据成果迅速广泛

染病》和《传染病简史》等，同时推出“同心抗疫

地被世界各国研究人员参考和利用，为临床及公共

共读好书”活动，推荐传染病学专题期刊和图书，

卫生研究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撑。

为读者提供专业知识。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2.2 数字教学参考资源建设

（COVID-19）防控知识服务平台”专门设立“科普

医科院图书馆在疫情防控期间迅速响应，推出

知识”专栏，内容涉及“防护知识”“科普视频”

了一系列应急服务措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师生在

及“专业术语”模块，从专业医学角度，满足公众

线教学提供了专业、及时的保障。但是，数字教学

了解和学习疫情相关知识的急切需求，帮助公众科

资源体系不完善是影响在线教学效果的主要问题之

学认识和应对疫情。医科院图书馆还从各省卫生健

一 [7] 。医科院图书馆的服务重心是为国家医疗卫生

康委员会网站采集 1800 余家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

事业改革发展、医学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信息资源支

医院及 500 余家发热门诊机构信息，并联合高德地

持和服务，未能精确获取课程相关的教学参考信息

图对机构进行位置标注

[10]

，根据疫情防控变化随时

需求，没有对相关教学参考资源（包括电子期刊、

更新，用户可以通过地图或手机扫描二维码登录，

电子图书和开放课件等）进行学科化的组织集成并

查看距离自己最近的救治定点医院及发热门诊位

与课程和教学信息深度融合。并且受版权问题所

置。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防控知识

限，许多现有资源不能进行数字化处理，只能以纸

服务平台”增加“确诊患者同行程查询工具”链

质资源的形式进行推荐，限制了资源的传播和利

接，方便用户查询并做好自身防护。

用。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

2

教学参考资源建设经验[12]，引进相关图书资源的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医学图书馆提供应急服务的

思考

时考虑版权问题，通过学科化、数字化，从多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的正常工作、学习和

入手将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融入课程平台，助力

生活秩序，专业、权威的医学信息和知识对临床医

远程在线教学，建立“课程为中心、师生需求为导

生、科研人员及公众极为重要。医科院图书馆是专

向”的图书馆教学参考资源遴选、组织集成方法[8]，

业性较强的医学院校图书馆，也是国家科技文献中

将极大地促进资源的利用效率。

心（NSTL）医学分中心，在医学信息的权威性、专

2.3 健康科普信息资源建设

业性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时汇集了图书馆

在大数据和云数据时代，公众获得健康信息的

学、情报学、医学、药学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可

数量并不匮乏，但质量却良莠不齐，因此，科学准

以在短时间内高效地对文献资源进行检索、分类、

确、专业及时的健康信息是疫情下科普服务的重中

分析、转化、整合，为不同需求的用户提供专属的

之重[13]。医学图书馆馆藏资源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毋

高质量信息服务[11]。因此，更需要思考在突发公共

庸置疑，但如果将抽象深奥的医学概念和理论直接

卫生事件时如何建设应急服务资源。

提供给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的公众，其效果会大打

2.1 医学信息资源整合

折扣。因此，医学图书馆应充分利用医学与人才资

快速、及时、有效的医学信息服务除了可以为

源的双重优势，建立涵盖多种学科的科普专家人才

卫生主管部门正确处置和决策提供坚实保障外，也

库，积极通过多种方式促进科普工作者与公众进行

能为广大科研人员、医务工作者研究疾病、控制疫

沟通，检索、收集和整理医学信息资源，并将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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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通俗易懂的医学科普知识，也可以是音视频资

[2021-02-24].http://wss.customs.gov.cn/wss/zcfg32/flfg70/

料，建立健康科普信息资源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

2696378/index.html.

件发生时，针对公众面临的主要问题，结合突发公

[3] Coronaviridae Study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及当前卫生防疫政策，通过微

Taxonomy of Viruses. The specie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博、微信公众号等发布相关科普知识，邀请专家举

syndrome-related

办在线科普讲座，充分利用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及

naming it SARS-CoV-2[J]. Nat Microbiol, 2020,5(4):536-544.

计算机、手机、数字电视等网络化、移动化信息平

[4] 周晓政.SinoMed 与三大中文文献网络检索平台的对比分析[J].中华

台传播疫情科普信息，提高防疫和治疫效果。
3 小结
医学图书馆是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
的应急医学信息服务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具有重
要的社会价值。图书馆馆藏资源是开展服务的基

coronavirus:

classifying

2019-nCoV

and

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9,28(10):63-69.
[5] 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医 学 信 息 研 究 所 图 书 馆 .SinoMed 新 版 在 线 帮
助 [EB/OL].(2019-06-11)[2021-02-24].http://sinomed.ac.cn/
help/index1.jsp?crossurl=4.
[6]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 学的通知[EB/OL].

础，馆藏资源的储备和更新是常态化过程，因此，

(2021-01-27)[2021-03-24].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

应加大对优质数字资源的采集和整合，特别是对专

gzdt/s5987/202001/t20200127_416672.html.

题资源的挖掘和整理，构建可复用的专题数据库，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使用率，提供创新知识服务，实
现资源的增值。从资源与技术两方面完善数字教学
参考服务系统，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网络教学助
力。结合公众迫切需要了解的医学问题进行检索，
整合相关医学信息，将其编译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

[7] 代显华,唐海康,陈红,等.停课不停学,网络教学遇到的挑战[J].教育
与教学研究,2020,34(3):50-62.
[8] 柴荣,曹海霞,汪庆.医学图书馆课程平台数字教学参考资源的遴选与
集成方案[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9,28(7):72-75.
[9] 常蕾,黄薛冰,赵梦婕,等.新冠肺炎流行期针对大众心理健康的建
议[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34(3):282-283.

普知识，通过多种手段进行传播，做好防疫、治疫

[10]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信息管理系统.新型冠状病毒医疗救治

等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同时，要加强图书馆员应急

定点医院及发热门诊导航[EB/OL].(2021-02-19)[2021-02-24].http://

服务能力，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够迅速应

117.50.68.159/gzbd_map_index.html.

对，准确收集前沿信息，及时进行分析并开展专题
研究，主动提供应急信息服务，向精准化信息服务
转变，为读者提供科学、有效的专属应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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