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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读者需求 完善医院图书馆读者服务
梁洁敏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图书馆，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读者服务工作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更是图书馆一切工作的归宿和出发点。本文探讨新时期
下，医院图书馆应根据不同类型读者文献需求变化，转变服务观念，拓展服务领域，深化服务内涵，提
高服务质量，促进医院图书馆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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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ping Reader Demands and Perfecting Reader Service of Hospital Libraries
LIANG Jie-min
(Library of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Nanning City, Nanning Guangxi 530022, China)
Abstract: Service work for readers is the basic function of libraries, is the result and starting point of all
library work.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at in new era, hospital libraries should change service concept, expand
service range, deepen service connotation,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libraries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deman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aders.
Key words: hospital library; reader service; reader demand
读者服务工作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更是图书馆

1.1 医护技人员

一切工作的归宿和出发点。医院图书馆作为医院图书

多在临床一线工作，他们利用医院图书馆主要是

情报工作的主体，承担着为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等

为了了解本专业和相关学科领域国内外发展现状及

[1]

各项工作收集、存贮、加工、传递信息的任务 。南

趋势，学习他人先进的医疗技术，不断提高和更新原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是一所具有百年

有医学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他们需要检索最及时、

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2014 年通过了三

最有效的解决临床诊治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

级甲等医院的复核评审，同年 10 月又迎来了百年华

难题的医学信息，为临床明确诊断与实施救护提供充

诞。随着新医改政策的实施，百年医院也面临着前所

分的科学依据。为开展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和疑难病

未有的压力。为适应新形势、新发展，我院图书馆读

例讨论作先前准备。他们还希望能利用医院图书馆，

者信息需求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发生了新的变化。网

以最快的速度、最便捷的方式，为科研课题的立项、

络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医院图书馆原有的服务

结题和医学写作等需求，获取相关医学文献。

思想和服务体系带来冲击，传统的服务方式和理念远

1.2 医院行政管理人员

不能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如何改进和完善读者服务

这部分读者来自医院行政部门各管理岗位，在医

模式、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

疗改革新政下，医院原有经营模式面临种种挑战与机

是当前摆在我馆工作人员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遇，面临各医院同质化竞争和人才缺失等问题。要明

1

确发展定位，突破发展瓶颈，根据当前医院的中心任

不同类型读者信息需求的特点
读者是构成图书馆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务和发展形势，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和学习现代化医

不同读者有不同的信息需求，了解和把握读者信息需

院经营决策与经营体系，明确战略定位，走出一条适

求情况，是做好读者服务工作的前提。只有关注读者

合我院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之路。

的需求变化，才能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使读者服务

1.3 研究生、实习生、进修生

工作有的放矢。

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学习目标，除了需要了解和
掌握相关专业领域的学术动态和最新成果外，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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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借阅模式，对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提

这部分读者的阅读目的多是为了跟上我院引进

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医学文献信息中心的医院

新的医疗仪器、设备的发展需要，学习和掌握相关医

图书馆，打破传统的读者服务格局，从读者需求出发，

疗仪器设备的性能构造、常见故障原因及有效修理维

利用馆藏文献资源和网络资源优势，不断拓宽服务方

护等相关知识，确保医疗仪器、设备长期稳定地为临

式，延伸服务内容和项目，为读者提供文献检索、网

床服务。

络信息导航、参考咨询和定题跟踪等服务，满足读者

1.5 离退休人员

多元化、多层次的信息需求，不断提高我院整体医疗

退休前多为我院各科室的医护技人员，退休后由

技术水平，以适应新形势下医疗、护理工作的发展。

于时间充裕，其中大部分人员仍会经常到医院图书馆

3

来看书看报学习。有的只想看看报纸了解热点新闻或

3.1 转变观念，树立全新的服务理念

社会时事报道；有的仍关注原来所从事专业发展变化

改进读者服务工作的对策
图书馆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思想。

与趋势的医学文献；有的对特定疾病产生的原因、发

以人为本，完善服务管理，更新服务观念，创新服务

生发展及防治等医学文献感兴趣。

模式，明确我院图书馆未来发展的新思路和发展方

2 读者对馆藏资源和信息服务需求的新变化

向。彻底改变封闭被动的服务观念，在开展传统读者

2.1 对医院馆藏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

服务的基础上，深入临床，了解医教研人员所承担的

网络信息时代，读者对文献资源内容、服务方式
[2]

具体任务和所关注的学术热点，根据不同层次读者的

和文献传递速度等需求都超过了以往 。我院读者对

不同信息需求，有针对性地为医院管理、临床、教学

信息载体的需求已不局限于传统的印刷型医学文献，

和科研工作提供深层次、专业化、特色化的知识信息

愈来愈多地转向各种类型的电子文献。他们除了需要

服务。

传统的馆藏印刷型文献、视听资料、缩微资料、医学

3.2 根据读者需求，调整馆藏结构

文献数据库和电子书刊外，还希望通过馆际互借、文

我院是本市唯一的一所“百年名院”，拥有较高

献传递、资源共享等途径，获取我馆稀缺的文献信息

的医疗技术水平及各种先进的医疗设备，担负着南宁

资源，以满足自身所需的文献信息需求。此外，读者

市及周边区域医疗、急救、科研、教学、预防保健、

对文献信息资源的实用性、系统性和时效性也提出了

康复和社区卫生服务等多项任务。优质的馆藏资源是

更高的要求。因此，医院图书馆应根据医疗的发展和

医院图书馆为广大医护人员实施继续教育的物质基

医院各时期的中心工作，及时调整与优化原有的馆藏

础，也是图书馆开展读者服务的根本 。因此，与网

结构，为医院临床、教学、科研和管理发展，提供有

络环境相融合的馆藏资源建设显得十分重要。为了优

力的医学文献资源保障。

化馆藏医学文献资源建设，在书刊采购前，图书馆要

2.2 对我馆信息技术的需求

广泛征求医院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基于读者的需求，

[4]

网络和信息技术已成为我院图书馆满足读者文

既要考虑我院各科的现实需求和基本特点，又要综合

献信息需求不可缺少的信息平台和获取文献信息的

考虑重点专科、重点学科发展需要，合理调整各学科

工具，医院图书馆馆藏的各种查询及数字化网络信息

医学文献的入藏比例，使有限的购书经费得以最大限

资源存取传递等信息服务均是以信息技术为手段而

度地发挥。注重收藏具有新颖性、前瞻性和预见性的

实现的。信息技术全面提高了我院图书馆的服务能力

印刷版的医学文献及相关学科文献，酌情选购医学文

和管理水平，也提高了馆藏医学文献资源利用率。因

献数据库及电子书刊，使馆藏文献资源更趋合理性和

此，应充分应用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和拓展读者服务，

实用性。合理利用网络资源，还可通过我馆相对完善

促进医院医教研工作发展。

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工作，实现不同图书馆文献资

2.3 对读者服务工作提出的要求

源的共建共享。各种载体的医学文献资源馆藏相互依

传统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更多的是考虑馆舍的
面积、书刊的外借量、接待读者人数的多少等，很少
[3]

存、互为补充，最大限度地满足我院不同类型读者对
文献资源的需求。

考虑馆员的需要和读者的需求 。互联网络的日益发

3.3 根据临床医疗、教学、科研需要提供检索服务

展，读者对文献资源内容、服务方式和文献传递速度

医院是高风险、高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要建

等需求都超过了以往。读者利用图书馆已不仅局限于

立一流的临床研究型医院，必须要提高我院的科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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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创新能力，科技创新是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促进

绍如何使用图书馆、馆藏文献的分布及开展的信息服

医院不断发展的源动力。我院坚持“科教兴院”发展

务内容。对于想了解检索方法的读者，可通过现场指

战略，而医院特殊的工作性质又决定了医护人员都很

导、电话咨询等方式给予指导和帮助。而对于时间紧、

繁忙，很少有充足的时间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多是来

任务重或是外出进修学习不能亲自到馆的读者，医院

去匆匆。针对这一情况，我馆为医护人员开展代检索

图书馆员利用互联网和院内的局域网平台，远程完成

医学文献信息的服务，为重点学科和科研课题进行定

网上参考咨询和文献传递服务，以供我院临床医疗、

题跟踪服务。通过电话、手机短信、E-mail、QQ 和

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参考。及时、高效地复合型参

OA 等方式接收检索任务，检索完成再通过邮箱传递。

考咨询服务，进一步拓展了我馆读者服务工作的深度

方便、快捷的代检索服务，帮助读者获取优质、高效

和广度，读者即使足不入馆，通过网络也同样能享受

的医学文献信息资源。既节约读者大量宝贵时间，又

医院图书馆的各项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我院不同类

提高我馆文献资源利用率。根据近 20 年来请求我馆

型读者的不同咨询需求，充分发挥医院图书馆信息中

代检索题目的数据统计，我馆代检业务的工作量每年

心的优势和作用。

以 3%～10%的速度增长。医护人员对代检服务的需求

3.6 开展网上预约、续借和催还服务新模式

和满意率，肯定了我馆信息服务工作。我院医护人员

网上图书预约、续借及催还等服务，可让医院图

每一篇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的完成，或者是科研课题

书馆流通管理、读者服务延伸到馆外，不受时间和地

从立项到结题，都离不开医院图书馆员的信息支持和

域的限制。读者不必亲临图书馆，不受我院图书馆开

辛勤付出。

闭馆时间的限制，通过院内局域网，读者可对馆藏文

3.4 建立学科信息导航

献资源进行查询、借阅、浏览，还可以在网上预约、

我院有医学诊疗中心 1 个（心血管疾病诊疗中

续借自己所需的书刊；相应的，图书馆员也可通过院

心）
、医学研究所 2 个（南宁市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研

内局域网对临近到期的书刊进行催还提醒，提醒读者

究所、南宁市呼吸道疾病研究所）
、实验室 2 个（免

书已到期，催促其及时归还。开展网上预约、续借和

疫实验室、微生物实验室）及临床教研室 13 个，其

催还等服务，为深入开展医院图书馆网络信息服务提

中肾内科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临床重点专科，心血管疾

供了条件，同时也方便我院读者充分利用馆藏文献。

[5]

病诊疗中心、呼吸内科为南宁市重点学科 。因此，

3.7 加强馆际合作，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合理建立学科信息导航，为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快

当前医院图书馆普遍存在购书经费紧缺、馆藏文

速、准确的前沿医学文献资源，成为完善我馆读者服

献资源不足的现象，任何一家医院图书馆已无法只靠

务工作的重点之一。这既是形势发展的要求，也是医

有限的馆藏资源满足本院医护人员的医学文献信息

院图书馆的职责所在。根据医院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情

需求。建立区域性医学文献资源共享的服务模式是解

况，把拥有大量重要医学文献的优秀网站集中在一个

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可由相关部门牵头，对区域

板块推荐给医护人员，同时筛选专业学术性强、质量

性医学文献资源共享工作进行统一规划、部署。通过

高的医学文献信息建立导航库。定期剔除无效链接，

区域医学文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按照共同认可的规

补充新的信息资源，加强维护、及时更新信息，确保

则，互相利用馆藏文献资源弥补自家馆藏文献的不

导航资源的实用性和生命力，有效地将网络资源和本

足，极大限度地满足该区域内各医院或医学院校各个

地资源结合在一起，为我院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必要

读者的文献信息资源需求。

的医学文献资源支撑和保障。

4

3.5 提供复合型参考咨询服务
我院图书馆的读者群主要由在职的医护技人员、

提高图书馆员素质
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是医院图书馆科学发展的

重要前提，也是做好读者信息服务的重要因素。馆

离退休人员、后勤人员、研究生、进修生和实习生等

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读者服务工作的质量和水

人员组成，读者的学历不同、习惯不同、年龄不同及

平。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不断更新，医院

计算机应用能力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参考咨询方式的

图书馆员仅靠原有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已不能适应

需求不同。在保留传统参考咨询的基础上，联合开展

网络环境下医院图书馆的发展与读者信息需求。作

数字化参考咨询服务，显然更适合我馆参考咨询服务

为一名合格的医院图书馆工作人员，从知识结构、

工作的需要。为来馆咨询的读者解疑释惑，向读者介

技能和服务手段等方面入手，提高我院图书馆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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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参考咨询、检索和传递文献等各项业务工作。

文献信息资源，改进并拓展读者服务方式，不断提高

在掌握图书情报学知识、计算机知识和基本外语知

服务质量和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医院图

识的基础上，特别要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以确保

书馆的价值和作用，促进我院图书馆的长远发展。

馆员在与临床医护人员沟通的过程中，能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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