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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读者需求的图书馆信息服务提升研究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图书馆读者调查
梁洁敏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图书馆，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目的

以读者需求为本，从读者视角分析研究当前信息服务现状，提出改进措施，提升信息

服务的效能。方法

通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医务人员使用图书馆的目的、信息需求情况、获取信息遇

到的障碍及对图书馆的意见与建议进行调研。结果

收到有效问卷 469 份。从年龄分布看，＜50 岁的

读者占 81.5%；从学历分布看，学士、硕士及以上共占 53.1%；从职称分布看，初级职称读者最多，达
到 29.2%，其次是中级职称的读者约占 25.8%。综合读者年龄、学历及职称统计情况，中青年医护技人
员所占比例较多，构成我馆读者群的主体。结论

应以读者需求为导向，不断提升我馆信息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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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omotion of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Based on Readers’ Needs — Investigation on the
Readers of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Nanning
LIANG Jie-min
(Library of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Nanning City, Nanning Guangxi 5300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from readers’ perspective
based on readers’ needs; To put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Method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purpose of the medical staff to use the
library, information needs, barriers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the views and suggestions to the library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re were 469 valid questionnaires. From the aspect of age distribution, < 50 year olds
accounted for 81.5%; from the aspect of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 backgrounds, readers with bachelor, master or
higher education backgrounds accounted for 53.1%; from the aspec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rofessional titles,
readers with primary professional title were the mose, reaching 29.2%, followed by the readers with
intermediate professional title accounting for about 25.8%. According to the 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d
professional titles, the proportion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medic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was the largest,
which constituteed the main body of readers. Conclusion Our library should be guided by readers’ needs, and
constantly enhance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Key words: hospital libraries; readers’ needs; information services; reader services; questionnaire survey
读者需求是图书馆发展的动力和源泉。随着网

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普及，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面临
着更高的要求和新的挑战，需要不断创新、不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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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医院发展，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图书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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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对读者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分析研

意情况等。⑹设计了一些自由回答题，请读者对图

究读者阅读特点以及对图书馆服务的需求，了解图

书馆今后的发展和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

书馆服务效果和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

1.3 数据处理

足进行梳理和改进，使全馆工作有的放矢地开展，

采用 epidata3.1 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并对数据

更好地为医、教、研工作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保

进行核对，用 Excel 2007 进行内容统计，通过百分

障。

比进行描述性分析。

1 基本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1.1 调查对象

2.1 读者基本情况及来馆目的

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为我院的总院、分院及设在

读者基本情况及来馆目的见表 1。在 469 份回

各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护技人员、行政后勤及进

收问卷中，年龄＜50 岁的读者占 81.5%；从学历分

修实习生。现场随机发放 500 份问卷，限时收回有

布看，学士、硕士及以上共占 53.1%；从职称分布

效问卷 469 份，回收率 93.8%。其中医生 107 人

看，初级职称读者最多，达 29.2%，其次是中级职

（22.8%），护士 119 人（25.4%），医技人员 97 人

称的读者约占 25.8%。综合读者年龄、学历及职称

（20.7%），进修实习生 70 人（14.9%），行政后勤

情况，中青年医护技人员所占比例最大，是构成我

人员 51 人（10.9%），离退休人员 25 人（5.3%）。

馆读者群的主体。他们工作在临床一线，面临各类

此次调查对象覆盖医院各科室、各部门，代表性较

考试和职称晋升，文献需求量大，对所从事专业的

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知识、新技术的需求尤为迫切，属于学习型读者

1.2 调查内容

群。而高学历和高级职称人员多为科室负责人和学

主要针对读者利用图书馆文献资源情况以及服

科带头人，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水平和临床工作能

务评价进行，问卷主要采用单项或多项选择题的形

力，承担各项重点科研课题及培养人才的重任，关

式。内容包括：⑴读者基本情况及来馆目的；⑵读

注国内外本专业学术的发展动态，阅读的目的性和

者获取文献资源的途径和方法；⑶读者使用文献资

针对性很强，属于研究型读者群。可见，读者来馆

源情况；⑷读者查阅文献时遇到问题会选择哪种方

更多是为了解、学习本专业国内外新知识、新技

式咨询以寻求帮助；⑸您对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满

术，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诊疗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表 1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图书馆读者基本情况及来馆目的分析[N（%）]
基本情况

专业学习

教学任务

课题研究

学科前沿

发表论著

各类考试

合计

18～29 岁

39（28.9）

3（ 2.2）

18（13.3）

11（ 8.2）

28（20.7）

36（26.7）

135（28.8）

30～39 岁

23（17.8）

22（17.1）

25（19.4）

19（14.7）

26（20.2）

14（10.9）

129（27.5）

40～49 岁

20（16.9）

23（19.5）

19（16.1）

20（16.9）

26（22.0）

10（ 8.5）

118（25.2）

9（10.3）

13（14.9）

21（24.1）

17（19.5）

25（28.7）

2（ 2.3）

87（18.5）

硕士及以上

13（12.3）

20（18.9）

17（16.0）

24（22.6）

21（19.8）

11（10.4）

106（22.6）

学士

18（12.6）

23（16.1）

29（20.3）

22（15.4）

32（22.4）

19（13.3）

143（30.5）

大专

18（13.7）

23（17.6）

12（ 9.2）

19（14.5）

32（24.4）

27（20.6）

131（27.9）

大专以下

20（22.5）

10（11.2）

7（ 7.9）

9（ 1.0）

20（22.5）

23（25.8）

89（18.9）

高级

10（10.5）

15（15.8）

19（20.0）

20（21.1）

26（27.4）

5（ 5.3）

95（20.3）

中级

17（14.0）

20（16.5）

17（14.0）

14（11.6）

33（27.3）

20（16.5）

121（25.8）

初级

32（23.4）

7（ 5.1）

10（ 7.3）

12（ 8.8）

37（27.0）

39（28.5）

137（29.2）

无称职（含实/见习生）

32（27.6）

0（ 0.0）

1（0.9）

11（ 9.5）

34（29.3）

38（32.8）

116（24.7）

年龄

≥50 岁
学历

职称

2.2 读者获取文献资源的途径和方法
我院读者获取文献资源的途径：通过本馆电子

文献获取为 191 人（40.7%），从本馆纸质文献获取
129 人 （ 27.5% ） ， 从 他 馆 获 取 文 献 67 人

• 26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4.3%），通过网络搜索 53 人（11.3%），通过同

Jun. 2017

Vol. 41

No. 3

2.4 读者咨询情况分析

学、同事及朋友获取 29 人（6.2%）。数据显示，随

读者查阅文献时若遇到问题会选择哪种方式寻

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医务人员的需求呈多

求帮助呢?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选择邮件咨询的读者

元化发展趋势，获取文献资源的途径日益广泛便

最多，为 126 人（26.9%）；实时在线咨询 108 人

捷，但图书馆仍是读者获取文献资源的重要途径。

（23.0%），到馆咨询 92 人（19.6%），电话咨询

2.3 读者使用文献资源情况

73 人（15.6%），微信咨询 58 人（12.4%），其他

读者使用文献资源情况见图 1。使用电子期刊

渠道寻求解答 12 人（2.5%）。向馆员咨询成为多数

386 人（82.3%），利用率最高。其次使用纸质期刊

读者获取帮助的首选，说明我馆信息咨询工作开展

占 326 人 （ 69.5% ） ， 学 位 论 文 占 278 人

得较好，得到读者的认同。图书馆以多形式开展咨

（59.3%），多媒体资源 247 人（52.7%），专利文

询服务，方便读者节省读者时间的同时，对医院图

献 占 226 人 （ 48.2% ） ， 电 子 图 书 221 人

书馆员的信息意识、专业技能和服务质量等综合素

（47.1%），参考工具书 159 人（33.9%），整理的

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网络资源 87 人（18.6%），其他 18 人（3.8%）。从

2.5 读者满意度情况

调查结果看，电子期刊、纸质文献和学位论文最受

读者满意度情况见表 2。主要对我馆环境设

读者青睐，给我馆今后的文献采访提供了参考依

施、馆藏资源、读者服务、馆员素质等内容进行满

据。而使用整理网络资源的读者不多，这与我馆所

意度调查。将满意度值划分为满意、比较满意及不

提供的信息不够丰富、内容更新不及时有一定的关

满意 3 个等级。赋值情况：满意 100 分，比较满意

系，今后我馆需进一步加强网络资源的开发利用。

80 分，不满意 0 分。

90
文献资源利用率/%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电子期刊

纸质期刊

学位论文

多媒体资源

专利文献

电子图书

参考工具书 整理的网络资源

其他

文献资源类别
图 1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图书馆读者使用文献资源情况调查
表 2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图书馆读者满意度调查
项目
环境和设施

内容

满意[N（%）]

比较满意[N（%）]

不满意[N（%）]

满意度（分）

馆舍面积、指引和标识醒目

54（11.5）

296（63.1）

119（25.4）

62.0

馆内通风采光、安静整洁

49（10.4）

167（35.6）

253（53.9）

38.9

202（43.1）

264（56.3）

3（ 0.6）

88.1

馆藏纸质文献

49（10.4）

174（37.1）

246（52.5）

40.1

馆藏电子文献

215（45.8）

142（30.3）

112（23.9）

70.1

文献布局合理，易于查阅

182（38.8）

223（47.5）

64（13.6）

76.8

图书馆开放时间

157（33.5）

191（40.7）

121（25.8）

66.1

馆藏书目检索

242（51.6）

119（25.4）

108（23.0）

71.9

咨询服务

162（34.5）

204（43.5）

103（22.0）

69.3

个性化需求服务

166（35.4）

186（39.7）

117（24.9）

67.1

99（21.1）

235（50.1）

135（28.8）

61.2

182（38.8）

236（50.3）

51（10.9）

79.1

计算机及检索设备、视听等设备
馆藏资源

读者服务

读者培训及教育工作
代查代检及预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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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项目

馆员素质

内容

满意[N（%）]

比较满意[N（%）]

不满意[N（%）]

满意度（分）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215（45.8）

193（41.2）

61（13.0）

78.8

信息推送服务

149（31.8）

201（42.9）

119（25.4）

66.1

馆员仪表整洁，举止文明

63（13.4）

187（39.9）

219（46.7）

45.3

馆员热情服务，认真负责

151（32.2）

190（40.5）

128（27.3）

64.6

馆员专业知识和技能值得信任

176（37.5）

193（41.2）

100（21.3）

70.4

馆员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162（34.5）

212（45.2）

95（20.3）

70.7

149（31.8）

201（42.9）

119（25.3）

65.9

均值

从 反 馈 的 评 价 结 果 分 析 ， 有 149 位 读 者
（31.8%）选择了满意，201 位读者（42.9%）选择
了比较满意，读者对图书馆总体满意度为 65.9 分，
综合评价只达到基本满意。

足我院医护人员基本的阅读空间。
3.2 馆藏纸质文献更新慢
电子文献作为图书馆阅读资源的“新锐”，极
大地改变和丰富了图书馆馆藏的文献类型。尽管如

图书馆环境和设施下面有 3 项内容，满意度差

此，纸质文献资源因内容系统完整、携带方便、科

异较大。读者普遍认为馆舍面积不足，环境不够安

学严谨等特点，仍深受我馆读者的欢迎，是读者获

静，但对图书馆配置的计算机及相关设备比较认

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利用率仅次于电子文献，纸质

可。

阅读仍是主流。医学文献的半衰期平均为 5 年[2]，
馆藏资源方面，读者对馆藏纸质文献满意度不

馆藏纸质文献资源更新不及时，势必会影响阅读兴

高仅为 40.1%，认为新书、新刊少，更新周期长，

趣与满意度。

表明我馆纸质文献资源建设力度不足，不能很好地

3.3 读者对信息服务需求的变化

满足读者阅读需求。

网络信息时代，读者对我馆信息服务模式和服

读者服务方面，希望图书馆多开展形式多样，

务质量提出了更新的、更高的要求，希望图书馆提

内容丰富的各种学术交流和专题讲座，为读者提供

供更丰富、更个性、更深层的信息服务，满足读者

更多元的信息服务。

多元化的信息需求，以适应新形势下医院医疗、教

馆员素质方面，读者对借阅室工作人员仪表和
举止表示不满意。图书流通部门工作人员的形象关

学和科研工作发展需要。
3.4 馆员素质参差不齐

系着整个图书馆的形象，图书馆应充分认识到全面

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每位馆员的

提高馆员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仪表、言谈举止、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直接影响

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职业道德素养，增强工作的事

图书馆各项功能的发挥和图书馆的整体形象。因

业心和责任感，更好地顺应新时期医院图书馆发展

此，提高馆员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以适应现代化

的要求。细节决定成败，只有关注读者的心理感

医院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刻不容缓。

受，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才能赢得读者的信

4 对策

赖，提升图书馆的满意度。

4.1 转变观念，强化图书馆职能

3 存在问题

网络信息时代，医院图书馆的职能已不再是传

经过我院几代图书馆人的辛勤努力，在医院领

统的“藏书楼” [3] 。医务人员渴望从图书馆获得更

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从过去的图书资料室发展到今

多元的信息服务和更高质量的文献，以满足临床医

天的图书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馆的服务工

疗教学和科研工作需求。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医

作还有待提高，应扬长补短，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院图书馆应与时俱进，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读者服

3.1 馆舍面积不足

务的思想，深入临床，倾听读者声音，了解读者所

我院地处南宁市中心城区。医院员工由最初的

承担的具体工作、研究课题以及学术发展热点。以

[1]

读者需求为导向，充分运用网络信息通讯技术，提

80 多人发展到现在 1931 人 ，但医院图书馆面积多
2

年来一直保持 450 m 。馆舍面积不足，制约了图书

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从单一借阅到多元化信息服

馆功能的拓展，限制了藏书空间，也不能很好地满

务，从馆内延伸到馆外，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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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图书馆的信息职能、服务职能、教育职能。

构建我馆信息服务的新格局，立足我馆实际，根据

4.2 因地制宜，营造良好阅读环境

读者需求变化建立信息知识服务档案，为医院科学

馆舍是图书馆发展的硬件基础，是图书馆实施

管理、临床诊治和教学任务等各项工作提供有力的

服务的前提条件。从我馆实际出发，结合受访读者

依据。为科研课题开通“绿色通道”，从立项、研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原有馆舍条件的基础上，以

究到结题全程开展定题跟踪服务。针对不同岗位、

读者为本，对其进行重新布局整合。尽可能动静分

不同专业读者需求，提供最新研究动向及文献，使

开，避免互相影响和干扰；配备桌椅和视听设备，

图书馆真正成为医疗、教学、科研工作的参谋和助

新增多功能服务区和个性阅览区；在公共区域设置

手。对于奋战一线、外出深造和援外医疗队等不能

新购置的纸质文献展示区，对读者开放；巧用绿色

到馆的读者，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开展远程服务，读

植物当作隔断，既装饰美化环境，又消除学习疲

者足不入馆借助互联网和移动终端设备，实现预约

劳，让读者在图书馆享受到阅读的便捷和乐趣，提

催还、参考咨询、查阅信息及远程文献传递等各项

高读者阅读质量。因地制宜，优化馆舍布局，努力

服务。

营造安静、整洁、舒适的阅读环境，使有限的馆舍
空间得到最大化利用。

多层次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使我馆信息服务职
能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始于

4.3 加强资源建设，丰富特色馆藏

读者需求，终于读者满意，要把“读者为本，服务

[1]

我院始建于 1914 年 ，有着百年的悠久历史和

至上”的宗旨始终贯穿于我馆信息服务的全过程，

文化底蕴，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独特优势。为助力

尽可能做到读者到哪儿，图书馆服务到哪儿，主动

百年医院传承与创新发展，图书馆作为医院信息中

作为，不断加强我馆信息服务的能力。

心，以我馆自身馆藏结构为基础，根据医院的性质

4.5 做好读者培训，提高读者信息素养

和发展方向，结合读者文献需求特点和订购建议，

在本次调查中，读者对图书馆读者培训工作满

精心购置不同类型、不同载体、不同语种的医学文

意度明显不高。读者培训应是我馆最基础也是最重

献，充实馆藏。既要保证学科专业发展需要，也要

要工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图书馆不

兼顾读者广泛阅读需求。重点学科与特色学科是医

仅要向读者传递信息知识，更要对读者进行培训与

[4]

院的金字招牌 ，我馆将我院百年积累和取得的宝

教育。为了让读者更好、更有效地利用图书馆，依

贵经验、学术成果，以及该学科的馆藏资源、网络

据读者需求开展不同主题的培训，帮助读者掌握文

资源进行筛选整合，建成我院特色专题学术数据库。

献检索方法，了解馆藏布局和服务等内容，引导他

自建的数据库力求特色实用、学术性强，为医务工

们更好地利用图书馆，为其终身学习打好基础。针

作创新发展提供经验支持、理论支撑。同时做好学

对不同学科或课题组的读者需求，定期邀请专家学

科信息导航，将优秀医学信息资源网站推荐给读者，

者举办学术讲座，让医务人员在自己研究和感兴趣

定期剔除无效链接并及时更新信息，确保导航资源

的领域了解更多的新观点、新成果，掌握本专业学

的实用性和生命力。加强图书馆之间的良好合作，

科发展的最新动态。通过院内网发布培训信息和培

通过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调动利用各馆的文献信

训课件，方便时间紧、工作任务重的读者，及时了

息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医务人员的阅读需求。

解培训信息并自主选择下载学习。注重培训质量和

优质馆藏是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的基石，是促
[5]

进医院全面发展的助推器 。通过自建、购置、共

实效，定期对培训效果进行跟踪，发现不足和存在
问题及时改进。

享等方式，不断丰富我馆馆藏资源，形成具有本馆

图书馆员是读者培训的组织者，也是读者培训

优势的特色馆藏体系，为读者研究和学习提供有力

活动的教学参与者，肩负着对读者培训与教育的双

的信息资源保障。这既是形势发展的要求，也是医

重责任。通过开展多层次读者教育培训，全面提升

院图书馆的职责所在，充分发挥图书馆传承百年医

读者的信息素养，促进读者与图书馆共同学习成

院文化精髓的主阵地作用。

长，实现双赢。

4.4 深化信息服务，提升服务水平

4.6 以人为本，加强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从形式到内
[6]

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读者角度重新审视

前苏联杰出的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列
宁论图书馆工作》一文中提出，“图书馆员是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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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事业的灵魂” [7] 。可见，图书馆员在图书馆事业

进步，同时也从读者视角重新审视工作中存在的不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此次问卷调查反馈的情况

足，明确了医院图书馆未来发展方向。图书馆作为

来看，读者对图书馆员的知识水平、工作技能和服

医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知识信息提供与

务能力等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人为本，加强

信息教育的双重职能，任重而道远。顺应时代发

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根据不同岗位需求和个人专

展，不断拓宽信息服务渠道及服务领域，提高服务

业，制定不同的培养计划，通过在职教育、进修、

质量和服务水平，最大限度满足医护人员多层次、

培训等形式，让每位图书馆员具备胜任各个岗位的

多元化信息需求，以适应新形势下医疗、教学、科

能力，担当起“信息导航员”“网络咨询员”“学

研工作的发展，让图书馆在传承百年品牌、构建和

科馆员”等新角色。同时，医院图书馆具有不同于

谐医院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普通图书馆的特性，馆员除了掌握基本专业素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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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不仅看到了我馆在可持续发展上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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