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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药院校图书馆承担着传承中医药文化的责任，开展中医经典阅读推广活动、宣传名老中
医学术思想、建设中医药文化特色数据库及特藏空间等在中医药文化传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后还需
在打造中医药文化特色图书馆品牌、打造真人图书馆、促进资源共建共享等方面推动中医药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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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Service Strategy of Libraries i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CM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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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gyang 110032, China)
Abstract: Librari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heriting TCM
culture. Carrying out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on classics of TCM, propagating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famous veteran doctors of TCM, building the databas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 spaces of TCM culture, and etc.,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heritance of TCM culture.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TCM culture through building a library brand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TCM culture, building a
living library, and promoting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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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蕴含丰富的医药知识和哲学思想。

书而求道，医者岂能外仲景之书以治疗” [1] 。中医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作为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文

药院校图书馆利用文献资源优势，开展了抄读、竞

献信息服务主阵地和大学生第二课堂，在中医药文

赛、阅读分享等多种形式的中医经典阅读推广活

化传承和创新方面具有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的绝对

动，引导大学生关注和阅读中医经典 [2] 。辽宁中医

优势，要把握新时代契机，发挥图书馆的独特作用。

药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书房”活动，以经典阅读为

1 基于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活动及服务

重点，开展阅读分享活动，助力中医学子在本科阶

1.1 中医经典阅读推广

段打下扎实的中医药学文化基础。湖北中医药大学

中医经典中蕴涵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治病救人

图书馆在读书月期间举办“同抄经典”、上海中医

的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是中医药传承和创新的重

药大学图书馆举办《黄帝内经》中医经典阅读交流

要资源。清代医家陈修园曾言“儒者不能舍圣贤之

等活动，增强了大学生对中医经典的了解和热爱。
1.2 名老中医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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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是中医学术传承和发展的主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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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当代中医学术发展的水平，其丰富的学术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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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的坚定信心。“全面系统继承当代名老中医专

化特色的空间——中医药文化特藏空间。古籍特藏

家学术思想和临床诊疗经验”在 2016 年列入国家

室是重要的中医药文化特藏空间，对中医药经典古

[3]

《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 。图书馆拥有丰

籍的保护、收藏、开发和利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富的学术信息资源、完备的学科队伍和成熟的服务

用。据调查，上海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

与交流平台，可以系统地整理、继承和创新名老中

辽宁中医药大学等多家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均建有古

医学术经验，弘扬名老中医严谨、刻苦、认真精

籍特藏室。此外，名医陈列室、特藏文库等其他类

神，激励广大学子奋发图强。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

型文献特藏室也是中医药文化特藏空间的重要组成部

馆通过建立名老中医成就展示室、开展人文系列讲

分。如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建设的“茧斋”——

座，并联合名医室站共同编纂论著，深入挖掘名老

国医大师干祖望藏书纪念室、江西中医药大学图书

[4]

中医学术内涵 。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建成以

馆建设的江中特藏陈列室、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

藏、展、研为一体的多功能“名师印记”教师文

馆建设的杏林博雅书斋和岐黄特藏文库等，以弘扬

[5]

库，以彰显前贤，津逮来者，启发后学 。南京中

中医药文化、景仰前辈医德、彰显和践行中医药传

医药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国医大师专题书

统文化精髓为主旨的特色空间，为中医药文化传

架”系列、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为“彰前贤，励

承、传播与创新提供了学术展示和阅读交流的平台。

后学”而建成“继学书屋”等，都体现了中医药院

1.5 中医药古籍文化特色活动

校图书馆在展示名医名师风采、弘扬名老中医精湛

中医药古籍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馆藏资源的精

医术学术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华，担负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重要

1.3 中医药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

使命。中医药古籍是伟大而丰富的文献宝库，对其

中医药院校因其学科专业特殊性，图书馆在数

加以整理、研究、推广和利用，是发扬中医药学的

据库建设方面也反映出中医药文化特色，特色数据

重要途径，也是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谱写传承创

库建设主要集中在馆藏古籍特色库、学科服务特色

新发展新篇章的重要举措。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作为

库和地方性中医药特色库。

中医药古籍文献的主要收藏机构，开展中医药古籍

地方性中医药特色库具有鲜明的中医药文化传

文化宣传活动，有助于中医药文化的“传承精华”

承和创新特点。如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通过对岭

和“守正创新”。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举办的

南医药文献的出版和存藏情况进行调研、整理，建

“历代本草知多少——本草古籍展”和“古籍故事

[6]

设了岭南中医药特色文献数据库 。安徽中医药大

会‘历史上的医患关系’展” [9] 、河南中医药大学

学图书馆建设的新安医学研究数据库、江西中医药

图书馆的“馆藏古籍鉴赏”系列、安徽中医药大学

大学图书馆建设的江西省道地中药材库、云南中医

图书馆的“书香之约——中医古籍宣讲活动”等，

药大学图书馆建设的云南地产中草药（民族药）数

都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促进了中医药文

据库、广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建设的壮医壮药数据

化的传承和创新。

库、贵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建设的苗族医药文化数

2 基于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图书馆服务策略

据库和贵州道地药材数据库、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

2.1 打造中医药文化特色图书馆品牌

馆建设的东北地产药用植物学术资源平台，以及南

图书馆品牌是指图书馆利用其特有的资源、服

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建设的张仲景医籍文献

务、文化活动等得到社会和读者的关注和认可，并以

数据库等，都带有浓厚的地方区域性中医药文化特

一定的名称或术语等展现出图书馆的形象[10]。中医

色，展现了中医药院校图书馆馆藏资源的专业特色、

药文化特色图书馆品牌是中医药专业图书馆的标志和

学科特色，对地方名医、道地药材、古籍文献及民

名牌，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应树立品牌意识，利用品牌

[7]

族医药特色文化的传承和宣传推广发挥重要作用 。

力量增强图书馆核心竞争力。如云南中医药大学图书

1.4 中医药文化特藏空间建设

馆官方微信公众号翰墨学堂推出的“每周一经典”，

特藏资源主要指具有专业性和独特性的馆藏文

已成为具有中医药文化特色的核心图书馆品牌。中医

献资源，是一个图书情报机构区别于其他同类机构

药院校图书馆应通过加大对品牌活动的宣传力度，

[8]

的显著特征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把本馆特藏资源

保证活动的可持续性，并在品牌活动策划上下功

进行专门组织收藏和开发利用，形成具有中医药文

夫，建立读者对品牌的归属感，有利于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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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的传承和创新[11]。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自

介宣传，使珍藏密敛的古籍能够更好地发挥价值[14]。

2006 年成立的以“读经典美文，展文化阅历，筑精

3 结语

神家园”为宗旨的昊阅书社，目前已成为一个极具
[12]

中医药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气息的品牌社团

。

2.2 推广中医药文化特色的真人图书馆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应把握时代契机，借助馆藏
资源和现代化服务手段，将代表中华民族智慧的中
医药文化融入图书馆育人工作中，引导学子关注、

大部分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举办的交流互动活动

喜爱中医药文化，丰富和提高广大师生的中医药文

是以专家学者陈述为主，形式为讲座、报告、沙龙

化素养，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从而推动中医药文

等，聆听者与报告人的互动交流机会有限，缺乏

化的传承和创新。

“深度会谈”。而真人图书馆则具有直观生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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