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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网络调查法，通过访问我国 24 所中医药院校图书馆的网页，获取其特色资源建设信
息，分析当前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网页“特色资源”栏目不够明显、特色资源仅
限内部使用及特色资源数量和质量参差不齐等，提出了完善图书馆网站页面、提高特色资源建设力度、
重视中医古籍数字化建设等特色资源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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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Construction in Librari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EN Ru-nan, WANG Chun-ying
(Library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network survey method, accessing to the websites of 24 Chinese hospitals libraries in
China, this article obtained inform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and analyz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tatus of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construction of libraries. For example, the “Special
Resources” column of websites were not obvious enough; the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were limited to internal
us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were uneven. It also proposed some strategies for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construction, such as improving the website pages of libraries, enhancing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TCM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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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5 月，国务院颁发《国务院关于扶持和
[1]

2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并实施《关于深化中

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强调应“根

医药师承教育的指导意见》 [3] ，明确“构建师承教

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医药事业需要，规划发展中医

育与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有机结合”

院校教育”；2016 年 2 月，国务院颁发《中医药发

的总体目标。作为文献情报中心的图书馆，理应肩

[2]

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 ，提出“将

负起为中医药院校教学、科研及临床服务的重要使

中医古籍文献的整理纳入国家中华典籍整理工程，

命。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尤其是特色资源建设，

开展中医古籍文献资源普查，抢救濒临失传的珍稀

不仅关乎全校师生专业信息资源获取路径的顺畅，

与珍贵古籍文献，推动中医古籍数字化”；2018 年

也关乎我国中医药文化的延续与传承。因此，特色
资源的建设与发展，为当前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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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以“中医”或“中医药”命名的国家公立学

广西、陕西、甘肃、山西、云南中医药大学的图书

校）图书馆的网页，以获取其特色资源建设的相关

馆，及河北、贵阳中医学院的图书馆（见表 1）。

资料。共调研 24 所图书馆，包括北京、上海、南

其中，山东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北中

京、天津、黑龙江、广州、成都、辽宁、浙江、山

医药大学及河北中医学院 4 所图书馆网页中未发现

东、湖南、长春、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

图书馆所建特色资源，故未计入表 1。

表 1 我国 20 家中医药院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情况
序号
1

图书馆名称
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现有特色数据库名称

数量/个

道藏医药文献数据库、馆藏中医古籍数据库、国外中医药法律法规数据库、中医医德文献数据库、学位

6

论文数据库、北京中医药大学师生著作学术文库
2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 RFID 古籍书库书目检索系统、中医药文化景点导游（建设中）

3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术成果平台、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位论文检索平台、江苏特色医学流派专题资源数据

2
10

库、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古籍全文数据库、南京中医药大学民国医药书刊数字化服务平台、中药炮制
专题库、气功古籍提要库、江苏省中药资源产业化过程协同创新中心专题资源、基于“十八反”的中药
配伍禁忌理论基础研究平台、澄江针灸学派平台
4

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中药化学实验数据库、中医经验方与健康特色库、中药基础信息数据库、中药化学统计数据库、中药药

6

理实验数据库、馆藏资源数字服务平台
5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黑龙江名老中医特藏文库、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职员工学术成果库、龙江医派学术思想数据库

3

6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广州中医药大学机构知识库、岭南医籍数据库、中医药古籍数据库、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民国

8

时期岭南医籍书目、教参库、本校 SCIE 论文数据库、本校学位论文数据库
7

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巴蜀中医药古籍数据库、成都中医药大学古籍数据库、成都中医药大学机构知识库、四川中医骨伤科主

5

要学术流派数据库、巴蜀中医药名家数据库
8

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辽宁中医药大学师生著作学术文库、辽宁中医药大学教参库、辽宁中医药大学机构知识库、辽宁中医药

9

大学师生著作文库、网络电子书刊数据库、硕博论文数据库、中医古籍数据库、名医名师数据库、九九
中医资讯网
9

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浙江中医药古籍数据库、浙江省中医药善本古籍多媒体数据库、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目录

10

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中医药特色文献数据库、中医药文献数据库、中药药理数据库、药学文献数据库、针灸推拿数据库、基

3
13

础医药文献数据库、中西医结合文献数据库、临床医学文献数据库、人参学位论文数据库、人参图书数
据库、人参报纸数据库、人参知识数据库、人参期刊数据库
11

安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馆藏特色数据库、新安医学研究数据库

2

12

福建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馆藏古籍专题库、专业课程参考书专题库、中西医结合重点学科特色数据库、古籍工具专题库、闽港澳

6

台中草药图谱数据库、闽台中医药特色馆藏数据库
13

江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中医内科学病案库、江中学术论文库、江西省道地中药材库、中医药古籍书目检索平台

4

14

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中医词典自建数据库、艺术欣赏自建数据库、领导决策自建数据库、邓小平理论研究文献自建数据库、

9

中医方剂自建数据库、中医秘方偏方自建数据库、中药图谱自建数据库、医案心得自建数据库、河南中
医学院硕士论文库
15

广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抗病毒中药数据库、壮医壮药数据库、本校教师论文库

3

16

陕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古籍馆藏数字化平台、研究生论文数据库

2

17

甘肃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学说数据库

1

18

山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山西中医药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中医文献学科数据库、基层卫生适宜技术应用平台、山西省中医药科技

7

文献共享服务平台、山西省中医药适宜技术视频推广平台、馆藏古籍数据库、山西省中医药传统知识保
护平台
19

云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云南中医学院馆藏古籍数据库、扶阳学派数据库、云南地产中草药（民族药）数据库

3

20

贵阳中医学院图书馆

中草药验方数据库、苗族医药文化数据库、贵州道地药材数据库、中医五行学说数据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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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占特色数据库总数的 16.1%，基本实现了中

1.1 特色资源的数量
本文按照各图书馆“特色馆藏”或“古籍特

医药院校古籍数据库的全覆盖。例如，北京中医药

藏”界面所列资源计算其特色数据库的数量，剔除

大学图书馆建有“馆藏中医古籍数据库”，上海中

第三方数据库，以独具特色的馆藏数据库或自建数

医药大学图书馆建有“图书馆 RFID 古籍书库书目

据库为有效计入单位。例如，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

检索系统”，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建有“南京中

馆“特色馆藏”界面包含道藏医药文献数据库、馆

医药大学中医药古籍全文数据库”，广州中医药大

藏中医古籍数据库、国外中医药法律法规数据库、

学图书馆建有“中医药古籍数据库”等。古籍资源

中医医德文献数据库、学位论文数据库、北京中医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中医古籍作为中国医学经

药大学师生著作学术文库，则该图书馆的特色数据

典，还关乎中医医术的传承与延续，因此，中医古籍

库按 6 个统计。经统计，20 所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共

的数字化工作是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

建有 106 个特色数据库，并且各图书馆特色资源数

1.2.3

量差距较大。数量最多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

馆特色资源中，地方特色资源与该馆特色资源总量

馆，有 13 个特色数据库；数量最少的是甘肃中医药

相当，共包含 16 个特色数据库。我国传统医学文化

大学图书馆，有 1 个特色数据库。拥有 5 个及以上

受地理、政治、教育、经济、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

特色数据库的图书馆共有 10 所，分别是长春、南

响，形成了不同流派，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各中

京、辽宁、河南、广州、山西、北京、天津、福

医药院校图书馆收集、整理本地传统医学资源，建

建、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图书馆，分别为 13、10、

设成为具有本地特色的数据库。例如，黑龙江中医

9、9、8、7、6、6、6、5 个，占所调查图书馆总数

药大学图书馆建有“黑龙江名老中医特藏文库”

的 50%，说明这些图书馆对特色资源建设比较重视。

“龙江医派学术思想数据库”，福建中医药大学图

1.2 特色资源的主题分布

书馆建有“闽港澳台中草药图谱数据库”“闽台中

地方特色资源

在被调查的中医药院校图书

中医药院校因其学科专业“特殊性”，图书馆

医药特色馆藏数据库”，江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建

特色资源类型主要以学科特色资源、古籍特色资源

有“江中学术论文库”“江西省道地中药材库”等。

及地方特色资源为主（见表 2）。

1.3 特色资源的地域分布
20 所建有特色资源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分布在

表 2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的主题分布
数量/个

百分比（%）

全国 20 个省及直辖市，分别是北京市、上海市、江

学科特色资源

45

42.5

苏省、天津市、黑龙江省、广东省、四川省、辽宁

古籍特色资源

17

16.1

省、浙江省、吉林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

地方特色资源

16

15.1

河南省、广西省、陕西省、甘肃省、山西省、云南

本校师生学术数据库

15

14.1

省、贵州省，覆盖了我国大部分地域。其中，特色

馆藏图书资源

8

7.5

数据库比较多的省份有吉林省、江苏省、辽宁省、

其他类型数据库

5

4.7

河南省、广东省、山西省，共 56 个，占数据库总数

主题

在被调查的中医药院校图书

的 52.8%。特色数据库数量少的省份包括甘肃省、

馆特色资源中，学科特色资源的数量最多。中医药

安徽省、陕西省等。总体来看，特色资源的地域分

院校图书馆既是高校图书馆，也是另一种形式的

布并无规律，其特色数据库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当地

“专业图书馆”，其学科特色资源建设关乎学校相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对特色资源建设工作是否重视，

应专业的发展与建设，理应受到重视。以长春中医

地理位置不是决定性因素。

药大学图书馆为例，其近年来重视特色资源建设，

2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

依傍本校中医学科，共建有 13 个学科特色数据库。

2.1 网页“特色资源”栏目不够明显

1.2.1

学科特色资源

为响应国务院《中医药发展

大部分高校图书馆已将“数字资源”入口置于

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中“推动中医古

主页面，方便用户检索，但“特色资源”导航仍旧

籍数字化”的号召，近年来，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

不够明显，甚至缺失，需要用户去仔细寻找、详细

纷纷重视并积极开展古籍资源数字化建设工作，被

甄别。例如，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主页上设有

调查的 20 所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共建有 17 个古籍数

“数据库服务”和“中药专题”2 个入口，用户需

1.2.2

古籍特色资源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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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高特色资源建设力度

才能发现其中的特色数据库；而“中药专题”栏目

建立特色馆藏，不仅能够对高校的学科建设、

下的“中药化学实验数据库”同样是特色数据库，

整体发展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还有利于自身的信

但缺乏相关知识的用户，很难发现这一资源，容易

息化发展 [5] 。当前，国内中医药院校图书馆特色资

错失获得该特色资源的机会。

源建设水平的差异性很大程度上源自图书馆对特色

2.2 特色资源仅限内部使用

资源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同，重视、珍惜本馆、本

在访问图书馆特色资源时发现，有些数据库仅

地特色资源的图书馆才会大力度建设其特色馆藏，

针对校内用户，校外用户并无使用权限。例如，上

而缺乏资金、不重视特色资源建设的图书馆往往疏

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图书馆 RFID 古籍书库书目

于建设自己的特色数据库，这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检索系统”的使用权限为“仅限校内”，点击链接

也拉开了各图书馆特色数据库数量间的差距。建议

后无法打开该检索系统；“中医药文化景点导游

缺乏特色数据库的图书馆应提高对特色资源建设重

（建设中）”，其使用权限也为“仅限校内”，无

要性的认识，根据中医药院校的学科特点，使特色

法打开该网页。高校图书馆由于服务对象主要是本

数据库成为本馆特色资源的补充。

校师生，很多馆内资源不提供校外服务，这在一定

3.3 重视中医古籍数字化建设

程度上降低了特色资源的利用率，无法充分发挥特

中医古籍具有历久弥新的史学与实用价值，中医

色资源的作用。

古籍数字化，既是当代图书馆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不

2.3 特色资源数量和质量参差不齐

可忽视的一环，也是中医药学知识信息的延续 [6] 。

在整理、总结特色资源数据时发现，各中医药

目前我国中医药院校图书馆普遍已经开展中医古籍

院校图书馆之间特色数据库的差异明显。从数量上

数字化的工作，陆续建成了本馆的古籍数字化平

看，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建有特色数据库 13 个，

台。建议已经建成古籍数字化平台的图书馆，应积

而甘肃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建有特色数据库 1 个，甚

极搜集中医古籍，进一步完善中医古籍数字资源；

至有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并未建设特色数据库。从

还未开展中医古籍数字化工作的图书馆，应提高认

质量上来看，有的图书馆特色数据库页面精美、内

识 ， 响 应 《 中 医 药 发 展 战 略 规 划 纲 要 （ 2016 －

容丰富，有的图书馆其特色数据库只是一些文字介

2030 年）》中“推动中医古籍数字化”的号召，认

绍。特色资源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会导致图书馆间

真筹备、推进自身中医古籍数字化建设工作。

的发展不平衡，这会影响中医药院校的建设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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