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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开展国学教育作用及途径初探
徐好
福建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福建 福州 350122
摘要：传统国学是中医药学的灵魂和根基。本文从国学的定义和内涵出发，对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充分发
挥文化传承的巨大作用、大力开展国学教育的有利因素进行了分析，初步总结了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开展国学
教育的重要意义和巨大作用，并对图书馆如何开展国学教育进行了客观介绍，就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开展国学
教育的实践途径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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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and Ways of Emplo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Libraries to Implement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Education
Xu Hao
(Library of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Fujian 350122,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soul and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From the aspects of definition and connot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educ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great role of cultural heritage plays in librar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favorable factors brought by vigorous implement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education. Then, this
article reached a preliminary summary of the significance of emplo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libraries
to implement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education, gave an introduction of how to carry out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education in libraries, and preliminarily discussed practical ways of carrying out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education in TCM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Key words: library; TCM;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国学原意是指“国家”所设立的教育机构和学校，

为当今社会的一种必然要求，国学教育也已经成为当

如太学、国子监。世纪初，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激烈

代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图书馆可发挥得天

碰撞，国学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概念渐指为“学问”一

独厚的资源优势，通过大力宣传阅读国学典籍的意

说。关于国学的定义，学术界尚无统一的界定。常常

义，采用多种多样的导读形式，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

与“西学”相对而称，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它是参照

的国学素养，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播，而且对丰富图书

西方学术，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

馆自身的资源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术的总称。广义而言，国学还应包括中国历史和现代

1

通过原始性自主创新创造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一
[1]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开展国学教育的意义
国学博大精深，蕴含着大量积极的超越性的思想

切科学文化技术和文明 ；即中国特有之学术系统，

要素。依托图书馆等现代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国学的

乃相应环绕于人生之诸问题，以探讨其原理、原则，

潜在的价值能够得以更合理充分地开发利用，有助于

并寻求解决之方术，就此探求而得之原理、原则，以

大学生丰富知识、增长智慧，提高道德境界，同时增

及解决之方术，它是研究中国传统的典籍、学术与文

加精神力量 ,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的洪流。

[2]

化的学问 。
随着国学热的不断升温，学习、研究国学已经成

[3]

中国传统的中医药学有着鲜明的本土化、民族化
和地域性特征。我国的中医药学知识体系就是在中国
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传统国学是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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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的灵魂和根基。高等中医药院校作为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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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引领学生寻根溯源，为更好地学习传统医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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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打下坚实根基。

外中医药学界的有识之士都积极呼吁做好中医药学

2

的传承创新工作，因此重续中医药学与国学的血脉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开展国学教育的作用

2.1 保护传统文化，促进国学传承

刻不容缓。中医药院校图书馆更应积极推进国学教

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是图书馆的一项社会职能，大

育，进一步密切中医药学与国学的价值连接、思维

量的国学典籍在图书馆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中医药院

连接和文化连接。

校图书馆在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促进国学文化传播以

3

及国学传承上的贡献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积极的

3.1 基于传统馆藏开展国学教育的途径

支持。

3.1.1

2.2

学图书资源

整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并推动国学文化

的传播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开展国学教育的途径
开辟国学阅览器或建立国学文献区，整合国
国学文献资源丰富，涵盖内容广泛，

涉及多个学科。如果按《中图法》分类，这些文献

现代图书馆发展已经融合了多项计算机和网络

一般都会被分散到图书馆内各个不同类别的书库和

技术，信息的存储与传播形式不断丰富，以数字化和

书架上，读者索取和找寻不便 ，不仅导致许多国

网络化为代表的信息采集保存和传播成为图书馆主

学文献资料利用率较低，也不利于激发读者对国学

流的服务手段。促进信息化技术与传统国学教育结

文献的阅读欲望。为克服这些不足，图书馆可对馆

合，能够改变中华传统文化的存在和表现形态，丰富

藏国学资源进行分类组织和整理，积极创造条件开

并推动国学文化的传播。

辟国学阅览区，或在图书馆内醒目的位置设立国学

2.3 行使社会教育职能，促进国学文化的发展

专题书架，使读者对国学文化经典有直观的认识和

社会教育职能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使命。利用文

[4]

感受，也更方便读者获取国学书籍，有效地提高国

献教育是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的主要方式，中医药院

学文献的利用率。

校图书馆应通过宣传、引导和帮助读者多读国学典

3.1.2

籍，让读者在阅读中接受国学文化熏陶，结合有针对

学文献门类数量繁多，可在充分研究分析各类国学文

性的国学讲座、国学沙龙等活动，帮助他们自主正确

献的基本特点、学术价值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向读者

地学习和研究国学文化，促进国学文化发展。

推荐代表性的作品，梳理、编撰、推荐国学经典书目，

2.4

摘编国学书评，介绍相关国学作品的内容特色价值及

丰富图书馆文化内涵，促进中医药院校校园文

化建设

加强国学经典推荐，充分发挥导读功能

国

阅读指南。充分发挥图书馆员的导读功能，促进并保

图书馆文化是一种以校园为背景、以图书馆资源

障国学文献资源的保障服务力度和深度服务。

为平台、以馆员与师生的互动为基础、以追求知识为

3.2 基于数字馆藏及网络技术开展国学教育的途径

目的、以育人为核心所形成的一种由馆员与师生共同

3.2.1

[3]

网络国学资源导航

日益发达的网络环境中

认可并遵循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 。图

有着非常丰富的国学信息资源，要充分利用网络环

书馆的文化建设内涵丰富，在知识传播、大学生的性

境，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组织专人有针对性地对网上

格养成以及在增加学校的文化底蕴等方面弥足珍贵。

的国学信息资源进行搜集整理、筛选重组和分门别

图书馆文化具有导向性、引领性、认同性。因此在图

类，构建网络国学资源数据库，也可在图书馆主页上

书馆开展国学教育可直接推进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建

建立国学资源导航系统，为用户提供网络国学信息资

立，丰富图书馆文化的内涵，进而直接促进中医药院

源导引和检索服务，使网络环境成为国学传播和教育

校校园文化建设。

的重要平台，将资源丰富可信的一些国学网站，如国

2.5 开展国学教育，密切中医药学与国学的多维连接

学网、中国国学教育网、国学数典论坛等直接呈现给

中医药学的根基是中华传统文化，如果没有中

有兴趣的用户。

国传统文化作根基，中医药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3.2.2

引进国学专题数据库，建立国学特色资源库

无本之木。在中医药学的发展历程中，也一直有“儒

当前，大学生读者的信息来源和阅读方式都发生了巨

理与医理相通”、“道家与医家相融”之说。由于一

大的改变，为了满足不同读者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

些历史和客观的原因，在近代中医药学与国学的一

求，仅仅拥有传统国学馆藏数据和资源已经远远不

些相融相通之处被有意无意地割裂，使得中医基础

够。因此，在继续丰富和不断采集更多纸质国学文献

理论体系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近几年，国内

的同时，还要努力优化馆藏结构，有针对性地增加电

2014 年 4 月第 38 卷第 2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子文献的比例，创造条件引进国内和境外比较成熟的
[5]

国学专题数据库 。

文化的魅力，营造出良好的古典艺术氛围。
3.3.2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还应利用自身丰富的馆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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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利用图书馆资源和环境开展各种国学主题活

在图书馆开展国学教育，图书馆的馆舍功能空间

源特色以及技术优势，充分利用各种网络资源，开发

和实体资源应该加以充分利用。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可

本馆的国学特色数据库。数据库内容可以包括：有关

以定期开设国学专题，专题活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儒家、道家、佛家的经典著作，今人研究的著作和文

内容可以深入浅出。专题活动包括：有组织地开展国

章等；书法及国画，有关名家论著作品、图片及相关

学讲座、国学论坛、国学沙龙等活动，引导学生自主

鉴赏等；古今历代名医相关论著以及各代本草图谱书

进行国学学习和研究；邀请校内外知名学者及国学专

籍等等。

家开展系列讲座 ；与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等部门合

3.2.3

[5]

开展国学相关参考咨询服务

有条件的中医

作，成立国学书友会，既可以引导学生开展各种国学

药院校图书馆还可以建立国学专家服务台，开设咨询

活动，也可以通过书友会成员的影响和宣传，促进国

专栏、网络论坛等，培训和配备专业咨询馆员，向读

学文化在校内外传播；利用图书馆的场地和资源，还

者提供个性化的国学、医学经典相关的咨询服务。还

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书画展览、国学及医学

可以与校内外国学专家、中医药临床及文化专家合

经典名师导读、征文竞赛等；使大学生在图书馆中吸

作，参与咨询与讨论。图书馆还可将读者提出的常见

取国学精华，融汇医学传承。

问题进行整理分类，建立国学常见问题与解答库。一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开展国学教育，有利于大学

段时间后即可在图书馆网站上专题展示，供读者检索

生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利于引导大学生

查询，方便读者从中迅速获得类似问题的答案。

树立正确社会价值观，促进大学生民族精神以及人

3.2.4

利用移动终端，开展国学热点推送服务

随

文素养的培养。充分挖掘国学文化的资源精粹，能

着个人移动终端的普及，图书馆应该树立以人为本的

够更有效地带动师生们对传统中医药学的理解和吸

现代化主动服务理念，积极开展主动推送等服务。图

收，为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以及中医药学的继承与发

书馆可以开设手机短信服务，依托微博、微信等手机

扬贡献力量。

平台有征对性的向用户主动推送国学热点话题、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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