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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课外阅读是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方式之一。文章对南京医科大学 员耀猿 年级本科

课外阅读内容等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调查数据了解医学
生课外阅读动机、
课外阅读时间和阅读量、
生课外阅读现状并通过分析探讨医科院校进行阅读推广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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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课外阅读的认知与动机

文的双重修养遥 医学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袁人文精神

调查数据显示袁 大多数学生认为课外阅读应服

的培养和人文素质的提高是医学教育不懈追求的目

从于专业学习袁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则坚持袁课外阅

标遥 而阅读是汲取精神营养尧提高人文素质的有效

读非常重要所以必须进行渊图 员冤遥 这表明医学生在

手段遥 重视大学生的阅读袁对增强当代大学生人文

主观上有很强的求知欲袁 对课外阅读呈现很高的认

功底袁培养其创新意识袁提高其人文素质具有重要意

同遥 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的主要目的偏重于开阔视野

义 遥 因此袁重视课外阅读袁引导医学生阅读健康经

和提升自身文化素养袁其次是为了娱乐消遣袁而为了

咱员暂

典书籍袁是提高医学生人文修养的重要方式之一遥

一尧 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调查主要以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 员源 个学

应试尧考研和求职的也不少遥这表明当前医学生的阅
读动机存在功利性倾向遥 医学生的专业学习还是十
分勤奋扎实的袁这是医学生求学状态的良性特征袁但
同时这也表明阅读对医学生的全面滋养作用并没有

院尧员耀猿 年级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遥 于 圆园员源 年世界读书

得到充分发挥遥

进行随机调查遥共发放问卷 员 圆园园 份袁收回问卷 员 员愿园

非常重要袁必须要进行课外阅读

日期间袁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袁对不同年级的本科生
份袁 其中填写无效或是空白问卷 猿园园 份袁 有效问卷
愿愿园 份袁问卷有效率 苑源援缘愿豫遥

二尧 结果与分析

课外阅读与学习不冲突时可阅读
课外阅读对专业有帮助才阅读
学业允许情况下可适当阅读
课外阅读不重要袁不需要
园

渊一冤来馆目的和使用频率
在调查来馆主要目的时袁近 愿园豫的学生选择来

员园园 圆园园 猿园园 源园园 缘园园
渊人冤
对课外阅读的认知

图书馆是自习尧做作业袁其次是借书尧还书和在大厅

图员

读书尧背书袁而真正在阅览室内阅读书刊的则较少遥

渊三冤课外阅读的来源途径

此 外 袁 平 均 每 周 使 用 图 书 馆 员 耀圆 次 的 学 生 占

数据显示袁 医学生的课外阅读多数 来源于手

源猿援源员豫袁几乎每天来馆一次的占 圆圆援圆苑豫遥 这表明医

机尧电脑等电子阅读袁其次是图书馆的纸质资源曰选

利用的是图书馆的空间和环境袁而不是馆藏资源遥

表明袁随着网络化尧数字化资源和设备的普及袁电子

学生喜欢图书馆也经常来图书馆袁但他们来馆多数

择自己购买书刊进行阅读的学生也很多渊图 圆冤遥 这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员圆原员苑
作者简介院季 敏渊员怨愿圆原 冤袁女袁江苏南通人袁馆员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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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因为其获取迅速尧方便等优势赢得医学生的亲
睐袁而对于不能免费获取的阅读资源他们也愿意花
费金钱去购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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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人冤
课外阅读的来源途径

员园园 圆园园 猿园园 源园园 缘园园 远园园 苑园园
渊人冤

图 猿 课外阅读书目的主要来源

的学生则认为图书馆应该进一步增加文学类和人际
心理类的书刊遥
渊七冤课外阅读的计划性

渊四冤课外阅读的时间和数量

根据调查袁员园援圆猿豫学生表示自己有明确的课外

表 员 显示袁近 愿远豫的学生日平均阅读时间低于

阅读计划曰远圆援圆苑豫的学生有阅读方向袁 但无具体计

日平均阅读时间低于 员 小时或月平均阅读量少于 员

随意阅读遥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希望图书馆能够推荐

圆 小时袁超过 怨园豫的学生月平均阅读量在 源 本以下遥
本的学生占近半数遥 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调查
中显示袁圆园员圆 年中国 员愿耀苑园 岁国民的图书阅读量仅

为 源援猿怨 本袁远低于欧美国家袁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调查显示袁全世界每年阅读

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袁平均每人一年读书
远源 本袁平均每月阅读量大于 缘 本 遥 这些数据都表
咱圆暂

划曰员怨援远远豫的学生在进行课外阅读时则没有计划袁
课外阅读书目遥这些数据表明袁医学生对课外阅读的
重要性还是有所认知的袁 但还缺乏课外阅读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遥由于缺乏阅读计划袁医学生课外阅读有
随意阅读的倾向遥
渊八冤影响课外阅读的因素
在调查影响医学生课外阅读的因素时袁 其中学

明当今医学生的课外阅读状况不容乐观袁在提倡全

业繁重在各因素中重要度最高袁 其次为平时闲杂事

民阅读的时代出现这一现象值得深思遥

务太多尧没时间阅读等遥 圆缘豫的学生表示袁不知道该

表员

指标
时间渊小时 辕 天冤
臆员
员耀圆
跃圆
册数渊册 辕 月冤
臆员
圆耀源
跃源

课外阅读的时间和数量
百分比渊豫冤
人数
源远源
圆怨猿
员圆猿

缘圆援苑猿
猿猿援猿园
员猿援怨苑

源员苑
猿愿愿
园苑缘

源苑援猿怨
源源援园怨
园愿援缘圆

读什么书遥医学生课业繁重袁他们的绝大多数时间都
花费在专业学习上袁 这使得医学生没有过多的时间
去进行课外阅读曰 而在有时间进行课外阅读时又苦
于没有科学的阅读指导使得课外阅读没有真正起到
增强人文素质的作用遥

三尧 讨论与建议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医学生的课外阅读状况不容
乐观袁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院医学生有较强的求知

渊五冤课外阅读书目的主要来源

欲望袁课外阅读有功利性和工具性的倾向曰医学生的

图 猿 的调查结果显示袁远缘援远愿豫的学生仅根据自

课外阅读缺乏规划袁呈现随意性和消遣性的趋势曰医

己的兴趣选择课外阅读的书目袁员远援圆缘豫和 员员援源愿豫的

学生对课外阅读资源利用不充分曰 医学生的阅读途

学生会依据老师同学的推荐和当下流行选择阅读内

径和方式多样化袁但需要专业的阅读指导遥医学院校

容遥 仅凭自己的兴趣阅读或者野别人看什么袁我看什

如何培养真正高素质的医学人才袁 针对目前医学生

么曰流行什么袁我看什么冶袁这样的阅读状态表明医学

的阅读现状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遥

生的课外阅读存在盲目阅读的倾向袁他们没有思考

渊一冤建设书香校园袁深化阅读推广

如何最大限度发挥课外阅读对提高其人文素质的功
效袁这与提倡阅读的初衷相去甚远遥
渊六冤馆藏与课外阅读需求
在调查过程中袁愿缘援缘苑豫的学生表示图书馆的馆
藏书刊可以满足他们的借阅需求袁而表示不能满足

党在十八大工作报告中就提出 野开展全民阅读

活动冶遥 江苏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也在 圆园员源

年 猿 月向全省高校发出野积极推广校园阅读袁努力建
设书香校园冶的倡议遥在江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二次会议上更是立法将每年 源 月 圆猿 日定为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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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日冶遥 医学院校要抓住契机袁借助全民阅读

动袁拓宽阅读途径遥 通过与平台用户的互动袁了解学

的东风袁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袁努力建设书香校园袁

生的阅读需求袁及时修订阅读推广活动方向与内容袁

让学生感到阅读就是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袁树立

避免在阅读推广活动中出现举办方单方面自娱自乐

终身阅读的理念遥 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袁结合

的倾向遥
渊四冤加强专业指导袁引领阅读方向

读书月在全校范围内进一步深化阅读推广遥
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充分以野文化育人冶为 己

医学生阅读无指导尧无规划尧无监督的野三无冶行

任袁圆园员猿 年首度以协办单位参与校读书月袁 开展了

为 咱源暂与缺乏科学和专业的指导不无关系遥 大学生涯

一系列寓教于乐的阅读推广活动遥 圆园员猿 年推出的首

转瞬即逝袁 如何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更有效地阅

届南京医科大学野读书达人冶评选活动中涌现了一批

读袁 就必须有一支科学专业的队伍对他们进行阅读

爱读书的优秀大学生袁尤其是达人第一名陆坤同学

指导遥医学院校老师袁尤其是医学院校的图书馆有义

野一年借书 猿缘远 册袁一月读完 缘缘园 万字丛书冶的优秀

不容辞的责任遥 通过阅读指导袁 端正学生的阅读目

事迹获得省市多家媒体报道袁在学生中引起了广泛

的袁根据学生的特点制定阅读计划遥 比如袁针对刚刚

影响曰圆园员源 年的野搜书寻宝大赛冶以生动有趣的形式

入学的新生要重视导读工作袁利用入馆教育尧资源培

宣传图书馆资源袁增强了馆员与学生的互动袁是图书

训尧推荐书目等形式袁普及阅读理念袁了解阅读资源袁

馆主动服务读者的又一有效途径遥

掌握阅读方法袁 积累阅读量曰 而对于大二大三的学

渊二冤完善馆藏结构袁加强资源宣传

生袁在进行阅读指导的同时袁更应注重启发性阅读袁

作为高校文献信息中心的图书馆要切实发挥文

引导他们边阅读边思考袁寻求适合自身的阅读内容袁

献保障作用袁除了加强重点学科尧新增专业的文献资

培养阅读特色袁 监督他们的阅读方向不偏离积极向

源建设外袁更要深入读者袁了解需求袁完善馆藏结构遥

上尧提高人文修养的主线遥 此外袁优秀的阅读指导离

大力建设读者荐书平台袁拓宽荐书渠道袁买回来的书

不开优秀的阅读指导老师遥 这也要求医学院校要加

应是读者真正想看的书遥 加快数字化图书馆建设进

强对阅读指导老师的激励体制和长效机制袁 提高指

程袁形成纸质书刊尧电子书刊尧随书光盘尧大型开放式

导老师的指导能力才能真正提高医学生的阅读 水

网络 课程渊酝韵韵悦冤为代表的音像资料 和 孕孕栽尧网 络

平遥

资源等多形式文献体系遥 另外袁要加强文献资源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医学模式的转变袁

宣传力度袁让读者了解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袁更好地

社会对医疗卫生从业者的专业技术和品德修养都提

服务读者遥

出了更高要求遥 作为培养医学人才的医学院校更应

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 坚持以读者需求为出发

以此为己任袁 在关注医学生专业成绩的同时也关注

点袁采取网上图书推荐尧学科专家书目圈选尧图书现

他们的人格培养和人文素质提高遥 要重视和加强医

采等多形式采购模式袁提高采购质量袁优化馆藏结

学生的阅读指导袁 促进医学生职业素质和人文修养

构袁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曰大力推进数字图书馆

双提高袁推进医学生全面发展遥

进程袁引进中英文知识发现系统袁建设移动数字图书
馆袁方便读者获取信息资源袁努力引导读者在阅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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