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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公共卫生状况及应对策略
李玉侠
（安徽中医学院图书馆,安徽 合肥,230038）
摘要：高校图书馆是文献信息中心，承担学校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职责，接待读者量大，成为了人员密集区，信息载体
和服务设备均存在一定量的细菌和有害物质，公共卫生不容乐观，极易引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本文主要阐述了高校图书馆目
前存在的公共卫生状况、原因和对应解决的思路，以引起全社会都来关注高校图书馆公共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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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health status in university library and coping strategies
Li Yuxia
(The Library of Anhu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38,China)
Abstracts: University library,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the school,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eaching,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 To receive large numbers of readers, university library is a concentrated
area. There are a certain number of bacteria and harmful substances in information carrier and service equipm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of existing public health status, the caus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 ideas, to give rise to all sectors of society concerned about the public health security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Keywords: university library；public health；safety awareness
高校图书馆以其建筑宏伟、环境优美、功能齐全和信息

大，而书刊在归还之后不可能一一消毒后再进行外借，尤其

海量而成为高校的标志性建筑和文献信息中心，为学校和社

是畅销资料，往往是长期流动在外，转换于不同的读者手中，

会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每年读者接待量高达几百万人次，

而这些读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又是未知的，他们的阅读习惯和

所以高校图书馆成为了流动性大且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再

阅读场所也是不可知的，书刊有可能多次被污染，再加上书

加上现代设备如空调、电脑、服务器、复印打印等设备的开

刊本身材质的原因（散发油墨、纸粉尘脱落等）
，致使书刊携

启，给图书馆的整个空气质量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其中包含

带了大量的细菌和尘螨，即使是入库不久的新书，也同样会

了大量的细菌、病毒、噪音、电子辐射等，而人们往往只看

携带少量的细菌，常见的有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杆菌、变

到了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却忽略了公共卫生安全，这对读者

形杆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等，山东某防疫站对流通两年

和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以上的图书进行抽查，发现 4 本图书带有乙肝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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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资料携带的大量细菌是影响整个图书馆公共卫生安全的

目前高校图书馆公共卫生状况

1.1 管理层和读者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淡薄

［1］

，因此，

主要因素。

高校图书馆从表面看环境确实比较舒适，外围绿草、树

1.2.2 硬件设备工作时产生的辐射、噪音和气体污染

计算

木、鲜花围绕，内部窗明几净，空调开放，很适合学习，许

机技术的发展给图书馆事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现在的高

多人认为这就是清洁卫生的，足可以应对各类检查、参观等，

校图书馆离开网络和计算机已不能正常运转，读者利用图书

这种观念误导着我们制定的环境卫生标准是表面的，肤浅的，

馆获得信息也要依赖这些设备，因此网络中心、计算机机房、

减少了对公共卫生的经费投入和重视程度，客观上也给公共

电子阅览室、视听室、复印室等成为了高校图书馆重要的组

卫生安全带来了不小的隐患。

成部分，这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应用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

1.2 高校图书馆公共卫生污染来源

时，也带来了许多烦恼，那就是辐射、噪音。长期处在这种

1.2.1

流通中的书刊资料携带大量细菌

高校图书馆采购

的书刊一般针对性强，实用度高，因此书刊的借阅量相对较

工作环境下的人员健康状况不容小觑，因为噪音损害人的听
力，使人容易产生疲劳、心情烦躁，长期接触会使人的植物
神经功能失调，患高血压和局部缺血性心脏病，有人说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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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致人死命的慢性毒药”
；同样由计算机、服务器等设备发

• 8• （总 272）

Apr. 2013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出的电子辐射也会影响人的循环、免疫、生殖等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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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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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通的过程中尽量减少交叉污染。绿色阅读则是倡导读者

复印设备在操作过程中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和化学粉尘，在加

健康读书，首先看书前后做到洗洗手，保持用清洁的双手去

上这些部门相对比较狭小密闭，虽然开空调，但空气流通差，

翻动书页；其次是在看书期间不吃东西、不用唾液粘手指翻

污染度较高，给工作人员的身体带来极大的损害。所以硬件

书，不面对书刊打喷嚏、咳嗽

设备工作时产生的辐射、噪音和气体污染是影响整个图书馆

进食堂、不在如厕期间看书等不好的阅读习惯。我们在宣传

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因素。

这些健康的阅读习惯时一定要注意正面引导，在学生读者中

1.3 图书馆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常见问题

开展“爱惜图书、绿色阅读、保护健康”主题实践活动，切

工作在一线岗位的馆员，长期裸手接触书刊资料、电脑
键盘、鼠标，天天受到辐射、噪音的困扰、呼吸着书刊散发
出的油墨味、书斑霉味和污浊的空气，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同

［2］

；最后是尽量避免将书刊带

不可当面指责读者不好的阅读习惯而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
2.4 科学制定各类公共场所消毒方案，营造绿色办公空间
为公共场所消毒也属于一项专业的预防医学活动，高校

样的动作，还要时时满足读者的各种需求，提供良好的服务，

图书馆可以依靠学校医院或当地公共卫生防疫部门的专业技

使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长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甚至是重

术力量，根据消毒对象不同，制定出符合本馆要求的消毒措

度亚健康状态（慢性疲劳和疾病前状态）
，一些常见病如鼻炎、

施，一定要本着科学、卫生、安全的原则，切忌工作人员私

过敏性鼻炎、皮炎、咽炎、经常感冒等在图书馆工作人员中

自配制消毒液进行喷洒，以免消毒不成反放毒；另外，现在

出现的比例很高，却不被重视，普遍认为这是小毛病不影响

也有许多绿色植物可以对抗、减弱电脑带来的辐射和噪音，

工作，长此以往就会对人身体器官产生负面影响，可能会引

可以在办公场所摆放合适的花草，一来可以美化环境，愉悦

起脏腑的病理变化而出现重大疾病。带病坚持工作还会引起

身心，调节压力，二来可以减少污染、净化空气，保护健康。

连锁反应和恶性循环，比如将病菌传播到空气中，影响到其

2.5 建立馆员健康档案，定期体检和轮岗

他健康的人，所以，图书馆一旦有致病源，极易引起爆发性

虽然国家还没有将图书馆馆员的职业健康和职业保护上

流行。这是预防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值得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升到立法高度，但保护他们的健康已刻不容缓，首先要定期

2

为馆员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应对图书馆公共卫生安全的几个策略

2.1 树立图书馆公共卫生安全意识
首先，全社会都要来关注公共卫生安全，由于苏丹红、

其次是让馆员享有一定的劳保卫生福利，可以参照学校实验
室人员的劳保标准执行；最后要建立合理的馆员轮岗制度，

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公众已经对食品安全有了足够的重视，

避免一个人长期在一种工作岗位连续工作，尤其是辐射多、

相信通过宣传，对公共场所的卫生安全也会引起公众的关注；

噪音大、书刊集中的岗位，可以减少职业病发病几率。

其次领导层要重视，因为领导重视了，事情就变得容易了，

高校图书馆以“读者第一、服务育人”为宗旨，为学校

执行起来就比较顺利；最后要重点培养工作人员和读者的公

的教育、科研和当地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高校

共卫生安全意识，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切实与大家的健康

图书馆是社会的一角，是社会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息息相关。

也是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易发地，因此，做好高校图书馆公共

2.2 从源头抓起，在图书馆设计、选址等方面要考虑到公共

卫生安全工作是社会、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卫生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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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大开间、南北通透，

保证室内光线和空气流通；在选址上要注意远离生活区和马
路，在地势较高的地方进行建设，一般都是处在学校的核心
位置。
2.3 倡导读者绿色阅读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可以减少病菌的侵犯，也使得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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