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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传承中医药文化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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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充分依托资源、服务、环境、人才等优势，积极发挥文化传承创新职
能，主动作为，以传承中医药知识、弘扬中医药文化为己任，把中医药文化精髓融入时代语境、融入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医药文化生命力，坚定全校师生乃至社会大众文化自信。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文化自信；中医药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258.6；G25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22.01.009

文章编号：2095-5707(2022)01-0044-0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Inheriting TCM Culture in the Library of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UI Hai-ying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Library of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fully relies on its advantages in resources,
services, environment, and talents, actively exerts its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functions, and takes the
initiative to take actions. It shoulde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heriting TCM knowledge and promoting TCM
culture, integrates the essence of TCM culture into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and into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activates the vitality of TCM cultur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strengthens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and even the society.
Key words: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ultural confidence; TCM culture; inheritance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

钥匙，更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是文化走

的重大贡献，被赋予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

出去的一支重要力量 [5] 。中医药学因其在理论层面

源泉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

与中华文化的同构性及在实践层面体现的群众性，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

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高尚的道德

[1]

化软实力 ；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2]

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被誉为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繁荣兴盛 。高校作为重要的知识源泉和思想高

与国粹。发展中医药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推动和引领社会文化发

文化，重塑中国人民对中医药文化的自信 [6] ，凝聚

展是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职能。高校图书馆是高校的

中华民族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文化中心，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河南中医药大学

[3]

场所 ，是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基地，

图书馆立足文化自信，积极发挥文化传承创新职能，

理应在增强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在中医药文化传承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实践探索。

上主动靠前，在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中大有作为。

1 河南省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和精神

河南拥有丰富的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其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历史是中国

中，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

历史的主流和浓缩。河南省地处黄河中下游，是中

[4]

传统文化的支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

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先后有 20 多个朝

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

代定都于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我国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资源丰富，人口聚集，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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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不仅孕育了华夏文明的奇迹，也创造了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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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医药文化。自古以来，河南名医辈出，流派纷

资源优势，建成了集收、藏、展、研为一体的古籍

呈，是医药先祖黄帝和医圣张仲景等一批古代名医

馆，设有古籍书库、特藏书库、古籍展厅、名医画

大家的故乡；中医典籍丰富，流传至今依然存世的

廊、翰墨缘等，收藏有中医药线装书、民国及建国

著作有近百种，涌现出《黄帝内经》《难经》《伤

初期影印出版物，以及再版古籍等，包括明、清时

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学经典著作，标

代的刻本、抄本等版本形式，其中，《急救良方》

志着中医哲学基础的诞生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入选《第一批全国珍贵古籍名录》，《古今医统正

与繁荣发展；河南是中医药资源的集散地，是全国

脉全书》等 10 部古籍入选《第一批河南省珍贵古籍

重要的中药材主产区；中医药名胜遍布各地，南阳

名录》。图书馆古籍馆在全国中医药院校中规模较

医圣祠、洛阳龙门药方洞等名胜古迹及开封“针灸

大，也是中原地区中医药类古籍重要收藏单位，被

铜人”都见证了中原医学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

授予“河南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近年来，图书

深；中医药文化持续发展，有洛阳平乐正骨、焦作

馆着力于善本书建设、古籍保护及利用，加强科研

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等多个传统医药项目入选全国

与培训，向全校师生开展古籍版本、保护及利用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宛西制药公司中华医圣苑、

方面的教育，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邓州张仲景展览馆等单位被命名为全国中医药文化

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7]

宣传教育基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省委省政

仲景学术是中医学的灵魂和根本，图书馆以本

府提出“加快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发展战略，充分

校打造“仲景品牌”办学特色为依托，建成“仲景

发挥河南中医药优势，落实“健康中国”战略，营

文献室”，以全面收藏医圣张仲景相关文献《伤寒

造出“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的浓厚氛围，做

论》《金匮要略》及后续的阐释著作为目标，让医

大做强中医药事业，不仅有利于河南人民的健康，

圣精神、学术思想薪火相传，将中医药文化发扬光

而且也更好地服务于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大。同时，图书馆加强中医药相关学科资源的数字

2

化建设，开发了符合本校重点学科特色的自建数据

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传承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

实践探索

库，如“中医词典”“中医方剂”“中医秘方偏

河南中医药大学（简称“本校”）是河南省中

方”“中药图谱”“中医药古籍文献书目”“仲景

医药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医疗及社会服务和文化

文献数据库”“学位论文库”等，整理馆藏和搜集

传承的龙头和中心，学校在不断提升综合办学实力

历代中医名家行医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各种验

的同时，积极发挥文化传承创新职能，以打造中原

方，经过数字化加工，将珍贵的中医药资源永久保

中医药文化仲景品牌为目标，依托特色校园文化建

存，在专业学科方面为读者提供导航与方向，扩大

设，积极面向社会各界宣传、展示中医药知识，弘

学校中医药相关学科的影响力，促进中医药事业发

扬中医药文化。图书馆在发挥人才培养和信息服务

展和文化传承。

职能的同时，还作为学校文化中心，承载着中医药

2.2 创新管理服务为中医药文化传承提供有力保障

文化传播教育的功能，突出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

高校图书馆管理服务创新是实现文化传承的前

努力彰显其核心价值，坚定师生和社会大众的文化

提和保障。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图书馆的开

自信。

放性和智能化，多元化的服务体系逐步构建。本校

2.1

图书馆实现了有线、无线网络全覆盖，采用大空

丰富有特色的馆藏体系为中医药文化传承夯实

资源基础

间、大开架、大流通、大阅览的开放服务模式，应

高校图书馆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其建设

用文献集成管理系统、射频识别（RFID）智能管理

和发展与学校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改革要求深度契

系统等自动化管理手段，采用门禁系统、自助借

合，馆藏资源依据学校人才培养、专业设置、学科

还、座位预约等智能化信息管理系统，增加了电子

发展和学术研究规划而建，是提供信息服务、文化

阅报机、微学习多媒体学习机、电子书借阅机、大

传承的重要载体和保障，具有育人价值、科学价

数据平台等多渠道的电子资源服务方式。读者凭校

值、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相融合的特征。本校图书

园一卡通或手机进入图书馆后，即可自主学习、自

馆资源体系以中医药学文献为主体，中医药古籍为

主利用、自主管理，在馆内浏览、借阅，获取多种

特色，涵盖多学科、多类型。图书馆不断强化特藏

知识型、消息型信息，享用多元化、个性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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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8]。图书馆利用网站、微信、移动 APP、QQ 群

博物馆（包括校史馆、医史馆、仲景馆、中药馆）

等新媒体扩展网络信息服务，多渠道加快知识信息

在图书馆一楼，是本校中医药文化重要景观，承担

传递，极大地提高了图书馆服务效能，促进中医药

着文化信息保存、传递、教育的重任。博物馆利用

文化的弘扬和传承。

大量传统文化元素，采用声光电等现代多媒体技

2.3

术，布置丰富的图文实物，展示中原中医药学的历

打造校园文化活动品牌是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有

史贡献、上千种中药材标本、古籍善本及医圣张仲

效途径
文化活动是特色文化建设的血脉，校园文化活

景的丰功伟绩等。博物馆不仅面向全校师生、校友

动的开展为中医药文化传承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开放，同时接待海内外来访交流的学者、友人及相

本校长期注重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图书馆每年常态

关单位专家和中小学师生、网友等社会各界参观考

化开展阅读推广活动，通过甄选书单、主题书展、

察，持续开展各类中医药文化交流，极大地提升中

演讲辩论、知识竞赛、征文比赛、经典诵读、百家

医药文化传播的社会效益[8]。

讲坛、百草书话、茶聊会等形式，每月一个主题，

馆内环境建设彰显中医药文化的人文氛围。本

举办了一系列提升读者思想水平、创新意识和文化

校图书馆以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为核心，为读者打

品位的活动，吸引全校师生踊跃参与。活动注重展

造高雅、舒适、方便、自由的阅读、学习、交流和

示中国传统文化，如利用春节、元宵、清明、端

休闲环境，培育温馨的人文气息。图书馆有《劝

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和二十四节气，开展“我们的

学》《论语》浮雕，有介绍文字和图书发展史、古

节日”主题活动，领会和传承传统节日中的文化内

代藏书楼、古籍知识、数字资源等的展板，学校书

涵；在河南籍国医大师唐祖宣、张磊的捐书仪式

画院专家教授们所作书法、字画等文化装饰，历代

上，开展报告会、诗歌朗诵会，弘扬大师的学术理

中医药名家画廊及活动视频展示平台等，图文并茂

论、学术思想，致敬他们对中医药学传承、创新和

地展示中医药文化成果，使读者置身于优秀传统文

发展的巨大贡献；依托河南中医药博物馆和古籍馆

化的氛围中。

平台，开展走进博物馆、了解古籍馆、中医药对联

2.5 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图书馆文化传承保驾护航

创作赏析、书法比赛、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馆藏

馆员的知识和文化素养是图书馆发展的动力和

古籍鉴赏等活动，增强读者对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了

支点。本校图书馆一贯重视队伍建设，坚持引育结

解、热爱和尊重，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散发应

合，创造条件吸引高学历、高素质的优秀专业人

[9]

有的光彩和魅力 。图书馆将阅读推广活动打造为

才，已拥有图书馆学、情报学、中医学、中医文献

校园文化活动重要品牌，成为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有

学、中药学等学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学历人员。

效途径。

图书馆也注重为馆员提供在职学习、学术交流的机

2.4

会，激励大家多做学术研究，提高知识水平和业务

图书馆与中医药文化有机融合的环境建设是中

医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本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楼体的玻璃

技能，打造了一支具备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深厚
的科学文化素养、丰富的工作经验的馆员队伍，为

幕墙采用有序的传统元素符号陈列而成，馆内运用

中医药文化传承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中庭的设计手法，传统文化特色和现代文化氛围有

3 对中医药高校图书馆传承中医药文化实践的思考

机融合。图书馆不仅以“融天地之灵气”的建筑成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

为学校重要的文化景观区域，更以“汇人文之精

径，事关国家的兴盛繁荣[10]。文化传承是高校重要

华”的丰富馆藏和精神魅力吸引着无数知识的追求

的职责与使命之一，其中图书馆扮演着重要角色。

者“步知识之阶梯”，遨游在智慧的殿堂。图书馆

中医药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并依托资源、服务、

见证了河南中医药大学的学术发展辉煌历程，是传

环境、人才优势，努力把中医药文化精髓融入时代

承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场所。

语境里、融入立德树人的实践中，激发中医药文化

图书馆与河南中医药博物馆一体化管理，加强

创新创造活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在中医药学的传

中医药文化推广。本校是“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

承、医德的升华、思维的创新和文化自信的增强等

育基地”“河南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和

各方面的时代价值，进一步深化以文化人、以文育

“河南省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基地”。河南中医药

人效果，潜移默化地影响与改变学校师生和社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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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2019(2):112-114.

科技创新、医疗及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事业在传

[5] 刘 兴 德 . 为 中 医 药 传 承 创 新 贡 献 高 校 力 量 [EB/OL].(2020-06-12)

承创新中高质量发展，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推动

[2020-10-04].http://www.cntcm.com.cn/news.html?aid=148380.

中医药振兴发展、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更好地服务

[6] 王国强.以高度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N].人民日报,2017-

于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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