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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健康问题的关注持续增高，对于健康信息服务也提
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区域文化中心和信息服务机构的图书馆，应当承担起为公众提供健康信息服务的职
能。本文从服务优势、服务内容等层面阐述了图书馆参与全民健康信息服务的必要性，并分别从公众需
求和图书馆自身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图书馆参与全民健康信息服务的动力与条件，最后着重从机构合作、
个性化与网络化服务、馆藏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图书馆参与全民健康信息服务的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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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nnovative Ways of Library Participation in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WANG San-ping
(Library of Biji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Bijie 5517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the public’s
attention to health issues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and new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As regional cultural centers and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 agencies, libraries should
assume the function of providing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to the public. This article expounded the necessity
of library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from the aspects of service advantages and service
content, and analyzed the motivation and conditions of library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ublic demand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Finally, it proposed innovative
ways for library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from the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personalized and networked services,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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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出“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 [1] ，图书馆

预防与自我保健，需要对相关的健康信息有所了

作为健康信息的聚集地，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

解，就需要打造能够提供健康信息服务的平台。图

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公众而言，要做好疾病

书馆作为地区文化中心及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场
所，其所提供的信息服务同样要向健康方面延伸，

作者简介：王三萍，E-mail: jet1566@163.com

[3] 王建涛,胡明玲.信息资源开放利用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1(5):
94-98.
[4] 蔡剑文.“互联网＋”背景下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创新与超越[J].河南
图书馆学刊,2016,36(3):71-73.
[5] 张岚,金涛,冯晓丽.图书馆数字资源开放服务及其策略研究[J].图书
馆研究与工作,2017(3):43-46.
[6] 李雪松.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服务研究[J].图书馆学刊,2017,

图书馆应当是全民健康信息服务的重要参与者，承
39(2):89-93.
[7] 戴建陆,金涛,冯晓丽.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开放服务及知识产权保护
策略——以国家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学刊,2017,39(7):61-67.
[8] 赵天姿,张秀美,景民昌,等.新信息环境下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建设研
究[J].图书情报研究,2018,11(3):36-41.

（收稿日期：2018-05-09）
（修回日期：2018-05-18；编辑：魏民）

2018 年 12 月第 42 卷第 6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43 •

担起为社会提供健康信息服务的职责。

服务的图书馆，其服务理念自然是以满足用户需求

1 图书馆参与全民健康信息服务的可行性

为中心。对用户而言，他们也期待在图书馆学到相

以用户为本是图书馆发展的宗旨。随着社会对

关的健康信息知识，以便在疾病预防与自我保健中

健康问题的关注日益提高，对健康信息表现出越来

发挥作用。此外，尽管用户可以通过网络获取自己

越大的兴趣，就要求图书馆为其提供相应的健康信

需要的健康信息，但是网上的健康信息浩如烟海，

息服务。可以说，图书馆参与全民健康信息服务，是

用户无从得知这些健康信息是否安全可靠，而图书

[2]

当今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健康信息的需求所决定的 。

馆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用户解决这一难题。总

对广大公众而言，缺少安全可靠的健康信息获取途

之，图书馆参与全民健康信息服务，是为了满足公

径，图书馆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此外，相较于其

众对于自身健康问题持续关注的需求。

他的机构或平台，图书馆在提供健康信息服务方面

2.2 图书馆完善自身健康信息服务职能的要求

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丰富的馆藏资源是其他机

公众对健康问题的持续关注呼吁图书馆提供更

构所不具备的。图书馆有大量的图书资源和便捷的

好的健康信息服务。尽管图书馆已通过各种形式参

检索系统，用户可以根据需求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健

与健康信息服务活动，仍然存在定位不清、形式单

康信息，馆员也可就健康信息提供参考咨询服务，

一、专业性不足等明显的问题 [4] 。首先，有关健康

这为用户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信息的馆藏资源建设有待加强。随着民众对健康信

其次，图书馆所提供的健康信息服务是免费

息需求的转变，传统的以疾病诊断、治疗为主的健

的。图书馆作为非盈利性机构，是为服务公众信息

康信息已不能满足用户需求，这就要求图书馆加强

需求而存在，在这里用户可以获取免费的健康信

疾病预防及自我保健等方面健康信息的宣传。图书

息，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用户的成本。

馆所藏的健康医学类读物专业性太强，超出了缺乏

第三，图书馆所提供的健康信息相对安全可

专业知识背景广大公众的阅读水平，如何使得健康

靠。网络的兴起使得公众获取信息的途径增多，为

信息资源普及化、通俗化也是图书馆在进行有关健

健康信息的传播带来了便利，但是也增加了信息的

康信息的馆藏资源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第二，

不确定性，由于专业知识缺乏，公众很难判断网络

对馆员的健康信息参考咨询服务培训不足。图书馆

上的健康信息是否可靠，而健康信息的安全性、可

服务应当以用户的需求为导向，馆员应当成为用户

靠性正是公众最为关注的。相较于网络，图书馆所

的信息导航员。但是由于缺少相关的培训，在用户

提供的健康信息服务相对安全可靠，也更加权威，

就健康信息提出咨询时，馆员就显得无所适从，无

这是网络所不能比拟的。

法为用户提供满意的健康咨询服务，也是图书馆所

第四，图书馆辐射范围广，这是相较于其他机

面临的一个问题。对图书馆而言，参与健康信息服

构的一大优势。图书馆作为一个地区的区域文化中

务，不仅是为了满足公众对健康信息的需求，也是

心，使其拥有很大的受众群体，可以使更多的人群

图书馆完善相关职能的要求。

享受到健康信息服务。借助于互联网，图书馆朝着

3 图书馆参与全民健康信息服务的创新途径

数字化、网络化迈进，网络与图书馆的结合在一定

3.1 与相关机构合作，实现健康信息服务多元协作

程度上使图书馆既具有了快速便捷的优势，又消除

健康问题是全民关注的问题，健康信息服务也

了用户自己利用互联网进行健康信息检索所带来的

不局限于图书馆，而是涉及到不同的机构。在提供

安全隐患，从而为公众带来方便快捷、安全可靠的

健康信息服务方面，每个机构都有自身的优势与不

健康信息服务。

足，图书馆也不例外。因此，图书馆应当加强与其

2 图书馆参与全民健康信息服务的动力与条件

他机构的合作，形成不同机构间的优势互补。与图

2.1 公众对于自身健康问题持续关注的需求

书馆合作的机构可以是其他类型的图书馆，比如专

随着我国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对于

业的医学图书馆等，也可以是其他与健康卫生相关

自身健康问题的关注程度日渐提高，关注焦点从疾

的机构，如政府卫生部门、医院、医学院校等。

病治疗转为疾病预防与自我保健，因而对医疗、预

3.2 了解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健康信息服务内容

防、保健、康复等健康信息的需求日渐增加，并已

由于个体差异，每个人对健康的关注角度不

[3]

成为增长最快的信息需求 。而作为提供文化信息

同，因此图书馆在提供健康信息服务之前，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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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用户的需求，以便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限在疾病的诊断、治疗方面，要扩大到疾病预防、

以老年人为例，他们对互联网的操作不熟悉，但是

自我保健、精神健康等多个方面。图书馆还要做好

对健康信息的需求更为迫切，图书馆除了主动向他

健康信息资源的通俗化、普及化工作，可以利用书

们提供健康信息服务外，也可以与其他机构合作，

籍、报纸、期刊、光盘、网络等多种形式加强健康

对他们进行计算机培训，帮助他们利用高质量的网

信息的推广，使健康信息服务真正成为公众生活的

[2]

络健康信息 。当然，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不仅限于

一部分。

对健康问题有直接需求的群体，图书馆也可为从事

3.5 加强人才培养，提升专业队伍服务水平

健康医疗的医护人员提供健康信息咨询服务。医护

再好的服务也需要相关人员的配合才能发挥作

人员是为大众的健康而服务的，他们对健康信息的

用，图书馆开展的全民健康信息服务同样离不开馆

需求同样迫切。医护人员的健康信息需求主要集中

员的配合，这是保证服务质量的关键。我国图书馆

于疾病治疗、医学建议、职业道德等方面，图书馆

的馆员大部分都不具备相应的健康信息服务专业知

在为医护人员提供的健康信息应当侧重于此，以便

识，为此对馆员进行相关的培训势在必行。图书馆

为他们进行医疗决策提供参考。另外需要注意的

可以通过与医学院校、医学图书馆等合作，对馆员

是，由于各个地区情况不同，图书馆在提供健康信

进行联合培养，使他们具备医学信息专业素养。当

息服务时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经验，要从本地区实际

然对馆员个人而言，他们本身既是健康信息的提供

出发，保证所提供的健康信息真实有效。

者，也是潜在的需求者，因此更应当通过阅读、参

3.3

加网络教育等途径主动去了解健康信息。当然，馆

加强数字馆藏建设，提升健康信息服务网络化

员的培养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公众，因此馆员的培养

水平
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图书馆亦

要以公众的需求为导向，以便提供个性化的健康信

不能自绝于潮流之外，传统图书馆向复合图书馆、

息服务。

数字图书馆转变是图书馆发展的趋势，因此，加强

4 小结

数字馆藏建设，保证健康信息服务的网络化，是提

健康问题是全民关注的问题，健康信息服务是

升其面向社会大众健康信息服务的有效途径。网络

健康服务的重要环节，图书馆作为公益性质的服务

上的健康信息纷繁复杂，真假难辨，这给用户造成

单位，应当承担起提供健康信息服务的责任。为了

了很大的困扰，图书馆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充

更好地服务于公众的健康信息服务需求，图书馆可

当用户与网络之间的“过滤器”，对网络上用户需

以同其他机构进行合作，对健康信息资源进行整

要的健康信息进行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

合，对馆员进行培训，推动健康信息服务的通俗

公众提供真实可靠的健康信息。另外需要注意的

化，满足公众对健康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这是图

是，图书馆健康信息的数字资源建设还比较薄弱，

书馆的宗旨，也是其发展的动力。

这造成了图书馆与用户之间、与其他机构之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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