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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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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图书馆疫情应急信息服务现状的分析，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建议图书馆在保证常规信
息服务开展的基础上，把握疫情应急信息服务的重点与“急点”，深入参与危机应对中出现的虚假信息
甄别，助力提升公众健康信息素养，疏导和缓解民众不必要的恐慌心理和情绪，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提供更多精准、优质的信息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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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Library Emergency Information Service in Response to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XIE Hai-hua, LI Pei-wei
(Library of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pidemic emergency information service in libraries
and pointed out its drawbacks. It is suggested that libraries should grasp the focus and “urgent point” of epidemic
emergency information service on the basis of ens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routine information service through
deeply involved in the false information screening of crisis events, helping to improve the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channeling and relieving the public’s unnecessary panic feelings and emotions, so as to
provide more accurate and high-quality information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the response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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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现，形成“信息疫情” [1] ，增加了公众从海量信息

（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

中准确便捷获取所需信息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

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次疫情属于

公众科普知识的缺乏，存在健康信息素养、科学素

新型突发传染病，来势凶猛、波及面广，严重威胁

养等不足，不能有效配合政府防控阻击疫情，影响

人们健康与生命安全，影响到人们正常生活。面对

疫情防控的总体成效。笔者通过分析图书馆疫情应

突如其来的疫情，社会公众要想达到理性认知、积

急信息服务现状和存在的不足，提出助力提升公众

极配合，并做出正确的抗疫行为决策，最需要的是

健康信息素养等应急信息服务策略，为图书馆应对

能够及时、准确、便利地获取与事件有关的一切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信息支持和保障。

威、可靠、可信的信息，且公众自身还需具有较高

1 图书馆疫情应急信息服务开展现状

的健康信息素养、科学素养、文明素养。但事实上，

1.1

在此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了众多短板：一方面由于

知识

形形色色的谣言、虚假信息依托社交媒体大量出

开辟疫情专栏，整合各类资源，普及疫情防控
多数图书馆迅速成立疫情信息搜集报道小组，

充分发挥信息资源优势，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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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支持和保障。依托线上数字图书馆平台和海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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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数字资源，优化整合网络权威资源，并进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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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资源专题，普及各类防疫知识，提供

在事件发生时的快速应急反应外，还需要提升事前

与疫情有关的国内外专业文献资源。成立疫情防控

即平时的危机防范意识及疫情恢复阶段对各类危机

指挥部，下设战“疫”信息发布小组，围绕抗疫主

信息资源的整合意识，通过进一步收集、发布疫情

题，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矩阵，多渠

过后与复工复产有关的法规、政策、经济、社会信

[2]

道、多视角、多层次开展防疫科普宣传 。

息，并建立传染病防控特色数据库等提供疫情过后

1.2

的经验总结。

利用“互联网＋图书馆”方式，围绕抗疫主

第二，图书馆对突发危机信息的收集、整合、

题，开展线上阅读文化活动
立足丰富的馆藏电子资源，依托网站、微信、

传播、管理等行动处于自发状态，缺乏统一系统的

微博及相关直播平台等渠道，将技术与阅读推广相

指挥协调，还存在较大的不足。受各方面因素的影

结合，积极利用“互联网＋图书馆”方式，围绕疫

响，图书馆之间、图书馆与政府部门、图书馆与大

情主题开展多形式的线上全民阅读活动，弥补线下

众传媒之间的沟通与配合力度不够，信息重复，内

闭馆阅读的缺失，为广大群众宅家抗疫送上精神食

容更新不够迅速。应考虑在图书馆内、图书馆与政

粮，是这次疫情应对中图书馆最普遍的工作方式。

府之间、图书馆与社区之间，各类型、各地区图书馆

特别是由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图书

之间建立联动机制，实现统一指挥，集中发力[5]。

馆、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和

第三，疫情应急信息服务未能突出重点与“急

阅读马拉松共同发起的“我的战‘疫’阅读马拉松

点”。疫情应急信息服务方面，目前图书馆还只是

[3]

快闪赛” ，通过网络分发电子书籍，开启了一种新

集中在防疫信息的推送，免费学术资源、专利信息

的阅读体验方式，以阅读推动大众深入了解病毒预防

资源的提供 [6] ，在服务内容的深度及精准性方面还

知识，进一步思考由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社会、

有待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了具有不确定性、

心理、科学等问题及每个人在其中的责任和作用。

信息模糊性、强破坏性之外，与其他突发灾害事件

1.3 为疫情防控提供决策参考工作

不同之处，还在于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的全民性，需

在重大突发疫情防控过程中，各级政府需要大

要全社会各行业、各系统、各组织全民参与应对。

量的决策参考信息，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效的信

因此，图书馆应该针对不同的用户群体，在突发公

息服务，是图书馆所承担的一项复杂的、个性化的

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开展相应的应急信息服务，关

主动服务工作，突显了图书馆的重大使命。例如，

键在于找准应急服务的“急点”。

可以依托线上数字图书馆和海量的馆藏数字资源，

3 图书馆疫情应急信息服务的重点

并优化整合网络权威资源，结合疫情进程及最需解

3.1

决的问题，从舆情焦点、对经济的影响、给社会公

信息甄别

提供精准、优质的信息支持与保障，参与虚假

众带来的心理问题及国际社会的声音等方面选择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公众最需要的是与

题，编制新冠肺炎疫情系列专题，为疫情防控做好

事件有关的一切信息，如病毒的特征、传播途径、

决策参考工作。此外，图书馆利用专业所长，全面

发生原因、发展态势、带来的影响，政府部门采取

收集和整理防疫抗疫过程中的社会动态、专家观

了怎样的应对方针举措，从哪里可获取到权威准确

点、国内外先进经验及经典案例，并加以分析和研

的疫情信息等。但在疫情发生初期，由于对病毒认

判，提供舆情监测分析和决策咨询等智库服务。

知的不足，存在着疫情信息披露过于简单、关键重

2 图书馆疫情应急信息服务存在不足

要信息时有时无的现象。随着疫情的进展，海量的

图书馆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疫情信息又以碎片化、不连续、不完整的方式散落

中，传播权威可靠的知识和信息，开展疫情下的心

在不同的渠道，虚假信息与谣言频频出现，在网络

理阅读疗愈，一定程度上疏导和缓解了危机带给人

及社交媒体平台上涌动、起伏、对冲、反转，公众

[4]

们的恐惧与不安情绪 。但从目前图书馆参与突发

真伪难辨，造成盲从、恐慌，甚至把错误的信息继

疫情应对现状来看，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续转发，使得疫情演变成网络舆情，加大疫情防控

第一，在开展应急信息服务的时间点方面，图

的难度 [7] 。由此，保障公众及时获取和利用所需要

书馆大多还是事中与事后的参与。图书馆应对突发

的信息，并且有效甄别虚假信息，成为突发公共卫

公共卫生事件，应该贯穿整个突发事件过程。除了

生事件应对中最为关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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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参与疫情防控中虚假

严重威胁的同时，也会带来极大的心灵创伤：人们

信息的甄别。首先，整合权威的信息渠道，降低公

惊慌、无助、逃避、恐惧；产生悲观的生活态度，

众获取信息的门槛，以链接的方式向公众提供精

甚至对生活失去信心；渴望生活能尽快安定，恢复

准、优质的信息支持与保障。从权威渠道获取信息

正常。疫情带来的持续压力如果不能得到外界的抚慰

是甄别虚假信息的重要手段。世界卫生组织、国家

和及时有效的疏导，很可能扩大到集体性心理危机，

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疾控医疗机构、权威新闻媒

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秩序混乱，造成新的恐慌[10]。

体、各类新闻发布会都是获取权威疫情信息的渠

因此，心理危机问题成为服务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道。其次，图书馆可以通过建立专题网站的形式，

目前，在我国还不具备充足的专业心理救援力

分主题面向不同群体有针对性地进行科普和宣传，

量，缺乏足够庞大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系统来应对突

参与公共卫生事件危机信息传播。通过制定合适的

发的大众心理健康问题。作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

信息搜索策略，由专人负责，全程跟进公共危机事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应充分发挥馆藏资源优

件，从预防、控制、治疗、疫后等阶段，搜集整理

势，践行成熟的“阅读疗愈法”[11]，开展疫情下的

此次疫情相关的免费数字资源、新闻信息、图书

心理阅读疗愈，以期消除危机带来的恐惧与不安，

等。最后，图书馆应与政府、出版社、各大互联网

维护公众的心理健康。

平台、数据库等合作，依托自身信息管理优势，充

鉴于疫情的特殊性，图书馆可从以下方式疏导

分发挥图书馆员在信息传播中的主体性，对危机信

和缓解民众不必要的恐慌心理和情绪。一是依托图

息进行筛选与过滤，起到“把关”作用，快速整合

书馆大量的馆藏资源，围绕传染病疫情内容，梳理

优质信息资源，及时、准确地传播公众所需要的相

出其中的经典书籍，编制《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阅读

关信息及科学知识，对信息进行权威发布。

疗愈推荐书目》，通过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对

3.2 助力提升公众健康信息素养

外发布；二是请专业的心理救援专家以线上或微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比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

群讲座形式，开设心理抗疫系列公益直播课程，与

会安全类事件具有更大的影响面与蔓延性，更需要

读者互动交流；三是借助社会各界力量，充分开辟

公众迅速响应，积极、有效地配合与参与。本次疫

线上服务平台，整合科学的心理健康教育资讯，包

情防控对公众的健康信息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只

括可供自我心理减压的音频、视频，反映疫情心理

有当公众拥有足够的健康信息素养，能主动甄别与

健康方面的图书等，提供疫情心理援助导航，利用

判断所获取信息的权威性与正确性，并依此做出合

网络、微信公众号、网上课堂讲座等途径搭建起人

理的健康决策，调整自我防护行为，才能提高控制

们与心理救援专业力量之间的桥梁。

传染病传播的效果。但此次疫情应对中，公众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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