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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信息服务是图书馆不变的探索和追求
要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的历史尧现状与展望
要要
殷勤业袁朱萌纾袁冯振卿

渊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袁江苏
摘

南京

圆员员员远远冤

要院文章回顾历史袁关注现实袁直面新形势下对图书馆的挑战袁力图探索未来高校图书馆信

息服务发展的方向遥 高校图书馆只有不断探索创新袁不断完善数字化图书馆建设袁才能将图书馆的
文献信息服务做深尧做好尧做大尧做强遥
关键词院高校图书馆曰文献信息曰图书馆建设
中图分类号院 砸原园怨

文献标志码院 粤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远园员员远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远冤0员原园远苑原园园猿

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 愿园 年的发展袁经历了民国

重不足袁又因经费有限袁直至解放初袁图书馆主任都

初创与曲折发展时期尧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合

未能落实遥 已经办了十几年的国立江苏医学院图书

并扩张与长足进步时期尧改革开放后追赶国内外一

馆其图书尧设备却非常贫乏袁藏书仅有万余册袁陈旧

流大学图书馆的持续发展时期遥 经过几代南医图书

过时袁没有专业期刊袁管理人员只有一名袁仅有一间

馆人的努力袁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已经发展成为典

二十多平方的书库兼办公室咱员原圆暂遥

藏丰富尧功能齐全尧布局合理尧设施先进尧体现现代医
学图书馆特色的高校图书馆遥

一尧民国初创与曲折发展时期
南京医科大学渊前身为江苏医政学院冤创建于
员怨猿源 年袁现镇江市新北门外北固山麓袁院址占地二

二尧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合并扩张
与长足进步时期
员怨源怨 年 源 月镇江解放袁国立江苏医学院翻开了

新的一页袁学校更名为江苏医学院遥 次年袁图书馆引
进了吴观国先生遥

百七十亩遥 江苏省府会议公推陈果夫兼任院长袁三

渊一冤吴观国与南医图书馆

载经营袁初具规模遥到 员怨猿苑 年抗战前已经建有教室尧

吴观国袁 江苏南京市人袁员怨源远 年毕业于四川壁

实验室及办公用房百余间袁计划建设图书馆平房一
座共 远 间遥 由于战乱西迁袁直至 员怨源远 年迁回才得以
建成袁其中图书馆仅一间遥

八年抗战袁学校先后移迁湖南沅陵进行改组成
立国立江苏医学院袁而后迁贵阳袁再移北培袁有平房
一座供图书馆使用遥 根据教育部 员怨源源 年 猿 月 猿员 日

山的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博物馆学系 渊抗战胜利后
该校迁回苏州袁 与无锡社会教育学院合并改名为苏
南文化教育学院冤袁和邱克勤尧许培基尧吉鸿等都是汪
长炳尧钱亚新先生的得意门生遥 吴观国先生 员怨源远要

员怨源苑 年在教育部驻沪图书接运处工作袁员怨源愿 年任职
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处遥 吴先生调入江苏医学院时年

高字 员缘远愿圆 号指令核定及教育部 员怨源缘 年 猿 月 员远 日

仅二十多岁袁他勇挑重担袁历任总干事尧副馆长尧馆

大纲袁在第三章野组织冶第十一条袁野本学院教务处设

图书馆的崛起与发展呕心沥血袁员怨怨猿 年获政府特殊

高字第 员猿园园园 号指令核定修订国立江苏医学院组织

长袁直至退休遥他 源园 多年辛勤耕耘袁为南京医科大学

图书馆置主任一人袁秉承院长及教务主任袁掌理图书

津贴遥吴观国先生在全国图书馆界有很大影响袁是中

事宜袁并得置馆员若干人袁协助办理袁均有院长委任

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理事和第二届常务理事袁叶医院

之冶遥 抗战胜利后袁学校复原镇江旧址袁用房顿感严

图书馆杂志曳主编遥他为图书馆事业的无私奉献和敬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缘原员员原圆远
作者简介院殷勤业渊员怨缘愿原 冤袁男袁江苏南京人袁副研究馆员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遥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远愿窑

第 员 期 总第 苑圆 期
20员远 年 圆 月

业精神以及优秀品德永远是我们图书馆办馆的精神

中文医学专业期刊的收藏袁 使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

财富袁值得我们追思与学习 遥

成为渊员怨源怨要员怨愿怨 年冤在全国中文医学专业期刊收

咱猿暂

渊二冤不断变迁发展的图书馆

藏品种最全的医学图书馆遥

解放初期江苏医学院的图书馆馆舍还非常简

早在上世纪 缘园 年代袁吴观国和吉鸿主编叶中国

陋遥 员怨缘远 年图书馆随学校搬迁南京袁初在医校实验

医学文献分类索引曳渊员怨源怨要员怨缘缘冤袁员怨缘苑 年由人民

楼一楼办公袁后移至现今明德楼渊原金陵神学院的教

卫生出版社出版袁是我国第一部中文医学文献索引袁

堂冤袁开设阅览室与借书处袁员怨缘愿 年江苏医学院改名

曾被美国叶医学图书馆协会公报曳介绍遥 在当时十分

南京医学院遥 员怨苑园 年 缘 月袁南京医学院与南京中医

困难的条件下袁 吴观国馆长带领大家以一馆的力量

东院和西院图书馆袁员怨苑愿 年恢复南京医学院建制遥

员怨远源要员怨远苑 年纳入国家检索刊物体系袁改名为叶科

学院合并成立江苏新医学院袁图书馆根据校区分为
员怨苑苑 年开始建设新图书馆袁 建筑面积 猿 园园园 平方

米袁藏书仅有万余册袁到 员怨愿园 年底藏书已达 圆园 多万

出版了 叶中国医学期刊文献索引曳渊员怨远员要 造怨远猿冤曰

学技术文献索引要要
要医学曳袁成为系列检索刊物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曰野文革冶期间出版了叶医学期刊提要

册袁增长了 圆园 倍遥 订阅中外文期刊 员 愿园园 多种袁工作

索引曳渊员怨苑源要造怨苑远冤曰愿园 年代中期又出版了叶医学论

展袁文献信息服务能力也大为提高 遥

册尧五官科学皮肤病学分册袁为以后我国医学文献数

人员也从 圆 人发展到 员苑 人遥 图书馆取得了长足发
咱源暂

三尧改革开放后追赶国内外一流大学
图书馆的持续发展时期

文累积索引曳渊员怨源怨要造怨苑怨冤 外科学分册尧 肿瘤学分
据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咱缘暂遥

渊三冤文献信息服务与时俱进
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后期袁 改革开放迎来了医学教

员怨苑愿 年袁南医图书馆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长

育和科学研究的春天袁 科研人员对文献的需求与日

期动荡之后袁开始重新走上正轨袁从此步入了快速发

俱增袁而医学文献又具有数量庞大尧类型复杂尧文种

展的道路遥 此后三十多年中袁吴观国尧蒋亦寿尧陶毓

多样尧内容交叉尧更新期短尧信息量大等特点袁所以进

顺尧张政辉尧吴建国等历届馆长袁无不竭心尽智袁各展

行文献检索培训尤为重要遥在这种情况下袁图书馆开

己长袁不断创新袁加快了建设国际知名尧特色鲜明的

设了文献检索讲座袁 介绍馆藏情况和如何进行文献

高水平医科大学图书馆的步伐袁迎来了建馆以来全

检索袁正式出版了由吴观国主编尧全国第一部叶医学

面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遥

文献检索与利用曳 教材袁员怨愿远 年该教材在全国第二

渊一冤 馆舍扩建与新馆建设
学校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发展袁教学与科研

届科技情报大会上被评为二等奖遥 进入 圆园 世纪 怨园
年代袁 图书馆从纸本手工检索服务转入网络信息资

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遥 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袁图

源服务袁进一步加强了读者培训袁野信息检索与利用冶

书馆经历了数次扩建遥 员怨怨员 年增建办公用房 员园园 平

作为必修课和选修课纳入学校教学课程体系遥 圆园园远

设为图书馆的发展再次带来了机遇袁圆园园猿 年江宁校

圆园员圆 年袁图书馆依托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袁开展

方米袁员怨怨怨 扩建图书馆 远 园园园 平方米遥 新校区的建

区图书馆立项袁圆园园苑 年建成馆舍面积 员远 园园园 平方
米尧功能齐全尧环境优雅的新图书馆遥
渊二冤藏书建设与读者服务
高校图书馆是大学办学的三大支柱之一袁评价
一所大学图书馆的核心标准就是图书馆藏书建设袁

年成立

野南京医科大学医学科技信息研究中心冶遥

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袁包括科技查新尧原文传递尧代
查代检尧信息服务培训等遥 圆园员猿 年 远 月袁成立野南京

医科大学图书馆联盟冶袁将图书馆信息服务延伸到了
附属医院遥 这些举措使得图书馆读者服务和信息服
务水平有了明显提高遥

尤其是专业核心藏书遥 图书馆藏书建设是每一任馆

渊四冤人才培养尧服务快速提升

长的核心工作袁吴观国馆长在图书馆藏书建设上建

上世纪 愿园 年代初袁南京医学院图书馆和江苏省

立了一套完整的业务规章尧采购原则和标准袁在采购

图书馆事业都有了快速发展袁 但人才匮乏是当时各

选书上精益求精袁尤其注重医学藏书建设体系遥 他

高校发展的瓶颈遥 员怨愿园 年袁吴观国馆长意识到图书

常说院野一个馆办得好与不好袁 关键在于藏书建设遥

馆专业人员的匮乏阻碍了图书馆的发展袁 人才储备

医学院校图书馆一定要体现医学专业的特色袁没有

要先行遥于是与南京大学尧南京工学院尧南京农学院尧

自身特色馆藏的图书馆是没有生命力的遥 冶经过几

南京师范学院和江苏省图书馆学会联合创办夜大袁

十年的采访尧搜集尧交换尧加工整理袁我校在中外文医

挂靠南京师范学院袁经江苏省教委批准袁定名为野南

学专业资源上形成了系统尧完整的藏书体系袁特别是

京师范学院夜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冶袁招收对象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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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文化程度的大专院校图书馆尧省市公共图书馆

渊六冤资源不断丰富尧服务不断更新

的在职人员遥 图书馆学专修科的举办袁为我校和兄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袁 图书馆已经形成多种应用

弟院校培养了大批图书馆专业人才遥
经过多年的自身培养与人才引进袁我校图书馆
人员的学历尧职称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遥 圆园员猿 年初袁

图书馆出台了野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中青年馆员培
养计划冶袁设立访学基金袁选拔优秀中青年馆员赴国

系统尧资源较为丰富的智慧型图书馆门户网站遥截至
圆园员源 年底袁 我校图书馆收藏图书尧 期刊合订本 员园缘

万余册袁中外文纸本期刊 圆 园园园 余种袁中外文电子数
据库 苑圆 个袁电子期刊 圆援圆 万余种袁电子图书 猿园园 余
万种遥 随着电子资源尧数据库占比增加袁我们已经意

内外著名大学图书馆进修学习曰设立研究基金袁资助

识到图书馆未来的竞争与发展不再是资源品种尧数

中青年馆员的科学研究曰设立奖励基金袁奖励那些在

据库的购置袁而是在文献资源揭示平台上的竞争遥如

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中青年馆员遥 这些举措的实

果一个图书馆不能为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搜索工

施袁极大地鼓励了图书馆员积极向上的工作热情和

具袁图书馆资源越多袁读者搜索花费的时间就越多袁

学习劲头遥 图书馆服务也随着馆员素质的提高而深

使用就越不方便遥 圆园园愿 年袁图书馆引进了中文读秀

入袁从单一的校内借阅尧咨询尧文献传递服务向全省尧
全国高校和医务工作者深层次尧外向型服务延伸曰从
单一的纸本资源提供向电子资源尧多媒体尧移动图书

搜索与外文 杂憎藻贼泽宰蚤泽藻 蕴蚤灶噪藻则 一站式检索袁 加强对

电子资源与数据库资源的整合工作遥 圆园员源 年袁图书

馆进一步加强了图书馆门户系统和搜索平台的揭示

馆服务转变曰从单一的注册读者向虚拟的网络读者

功能袁上线野至精知识发现系统冶袁为我馆中外文电子

方向发展 遥

资源和数据库资源建立了搜索平台袁 完成了图书馆

咱远暂

渊五冤门户网站建设与数字化图书馆

信息资源的一站式检索遥 同时野天元移动图书馆冶的

圆园 世纪 怨园 年代袁 图书馆提出了今后几年的发

上线袁使我校师生可以随时随地袁通过手机尧平板电

展思路院野抓住机遇袁加快发展袁培养一支团结进取尧

脑等移动终端在线阅读袁 充分享用移动图书馆带来

业务精良的馆员队伍袁将一个网络化尧数字化尧多媒

的便捷体验遥

体化的现代化图书馆带入 圆员 世纪袁为医学教育现代

文献信息服务是图书馆不变的探索和追求袁数

化提供一流的文献信息服务冶遥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袁

字图书馆是未来图书馆发展的方向袁 是做好文献信

图书馆人越来越重视网络资源的建设遥 员怨怨远 年袁图

息服务的基础遥 未来信息技术尧数字技术的发展袁会

陨晕栽耘砸晕耘栽袁 同时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电子阅览

创新袁不断完善数字图书馆建设袁才能将图书馆的文

书 馆 搭 建 局 域 网 并 通 过 校 园 网 链 接 悦耘砸晕耘栽 和

极大地促进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袁 我们只有不断探索

室袁将原来的单机光盘文献检索发展成基于局域光

献信息服务做深尧做好尧做大尧做强遥

盘塔数据库的检索袁并开始利用网络进行信息资源
的检索查询与利用遥 员怨怨苑 年袁图书馆建立了自己的
门户网站袁开始对校内外发布本馆资源信息遥 在江
苏省高校图书馆还没有统一的管理系统软件问世
前袁使用金盘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袁经过一年多书
目数据的整理尧加工袁图书馆完成了从手工加工编
目尧借还图书到计算机系统管理的飞跃遥 圆园园员 年图

书馆完成了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野汇文管理系统冶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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