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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梳理归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所面临的角色定位、信息舆情、信息需求以及法
律与政策环境4个挑战，并简述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实践现状，从环境、资源、技术以及人员4个方面提出提升图
书馆应急信息服务的可行性策略，以期为图书馆融入国家应急管理与现代化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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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公共性及危险性
三大特点，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

怎样的应急管理体系，才能助力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取
得胜利，从而进一步取得图书馆自身的长足发展？

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
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
康的事件 [1] 。20 03年我国在防控“非典”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颁布并实施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这标志着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始走入法制

1 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面临的挑战
1.1 图书馆被赋予新职能，亟须参与国家应
急管理

化轨道。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发布的《国际卫生条例
（2005）》中提到[2]，某些危害国际公共卫生的严重公

图书馆的传统职能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递科

共卫生事件可能被确定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

学情报、开展社会教育以及开发智力资源。但随着信息

件，具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疾病在国际间传播从而

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加，

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另一个特征是可能需要

图书馆的职能定位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新时代背景

国际采取一致协调的行动从而减少对全球公共卫生安

下，图书馆需要融合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智能化

全产生的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害之严重，影响之

管理平台，从而真正发挥其信息保存传播、社会互动参

广泛，防控之艰辛对我国应急管理以及国家现代化治

与、智库功能等价值 [3]。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图书

理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图书情报领域虽不是突发公共

馆物理空间访问受限，图书馆需快速、敏捷地调动应急

卫生事件的主战场，但却是应急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

信息服务机制，积极探索危机形势下的应对策略和服

一环，具有重要的战略资源保障、决策支撑以及人文关

务路径，从而履行自身的职责以及体现参与国家应急管

怀意义。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图书馆面临怎样的挑

理的价值。

战，其信息资源保障能力、情报服务能力、信息素养教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育职能等如何才能发挥其应急作用？图书馆应该具备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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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世界范围内对国家图书馆进行了调查，以了

以抵抗病毒，有人抢购双黄连，有人因恐慌宠物传播而

解哪些图书馆有灾难应急计划。结果令人震惊的是，

扔弃猫狗等。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世界卫生组织就

在177家图书馆中，只有39家有灾难计划。因此，IFLA

提到了值得关注的一个词“信息疫情”，即各种繁杂的

于20 06年编写了一份基本手册——《I FLA灾难准备

信息传播速度远比病毒快得多，普通人处于信息过载

和规划简要手册》（IFLA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的状态 [10 -11]。Hao等 [12] 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Planning: A Brief Manual），重点介绍灾难应急方案

Technology Review）中提到，新冠疫情诱发了真正意

制定时要考虑的要点有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在灾难发

义上现代社交媒体的第一次“信息疫情”。全媒时代有

[4]

生时做好应对响应等 。美国图书馆协会和美国医学

两方面亟待解决的挑战，一方面是虚假信息的过滤与

图书馆协会于2013年合作发行了《图书馆作为避风港：

识别，另一方面是公众信息素养的提升。而这两方面又

灾难的规划、响应和恢复》（Library as Safe Haven:

正是图书馆的职能，图书馆如何克服紧急情况下虚假

Disaster Planning, Response, and Recovery），涵盖了

信息带来的次生危害，如何提升公众信息素养，这对推

如何制定风险评估计划等主题，以便为图书馆寻找一

动社会治理的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种结构良好的响应和灾难应急管理计划。
此外，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已于2011年将图书
馆纳入公共援助计划，初步认可图书馆在突发公共卫

1.3 信息获取需求激增，信息服务模式有待
创新

生事件应急管理过程中的区域价值与服务潜力[5]。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类公众群体都具有较

1.2 海量信息真伪难辨，信息素养教育亟待
加强

高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渴望。对于图书馆而言，满足信息
获取需求是公众对其产生信任和评价的基础，图书馆
与普通公众、教职工和学生以及科研人员这3类公众群

如今，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信息

体的信息获取需求密切相关。

以极快的速度进行传播，海量的信息充斥着公众的生

对于多数不具备医疗知识储备的普通公众而言，

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信息的多

疫情实时数据、有效的防护医学措施知识、所在地区的

变性与复杂性。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度会瞬间聚焦，对事

疫情潜在风险、定点救治机构信息、政府应对疫情的

件的动态进展会表现出渴求的心理状态。新型冠状病

相关措施等内容是公众密切关注的[13]。此外，突发公共

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爆发后，据统计，

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比一般信息传播更需要专业门槛，

2020年2月10日全网有关“疫情”的信息总量高达800万

图书馆作为专业的信息服务机构，一方面要确保信息

[6]

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地图刚刚上线时，日均

的真实可靠以及高效性，另一方面要考虑信息报道的

访问量大约为2亿人次，到2020年3月初，日均访问量已

难度以及渠道，最终目的需要促成公众便捷地获取优

经增长到12亿人次，最高时一天的访问量更是超过20

质信息资源。

[7]

亿人次 。截至2020年8月31日，丁香园新冠疫情实时动
[8]

态网页，累计浏览已达约42.99亿人次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严峻形势会波及各行各业，人
口密度大、封闭空间多的学校会成为首批受到影响的机

在突发事件紧张氛围下，公众是消息的易感人群，

构。为坚决果断全面地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强化校园疫

获取信息的渠道纷繁复杂，对于形形色色的官方新闻、

情防控工作成效，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等有关规定，

微博微信消息、专家建议、记者报道乃至小道消息的迫

会对校园实施封闭管理。在这种形式下，需要图书馆持

[9]

切需求和过分关注也凸显了全媒时代的一些弊端 。铺

续开展各项应急远程服务，以保障教育教学的“不停

天盖地的谣言与真相同时刺激着公众敏感的神经，使

学，不停研”。据喻梦倩等[14]对于新冠疫情期间高校图

之处于信息接受超负荷状态，难以判断真伪，容易陷入

书馆远程服务现状调研显示，电子教材教参上线响应速

恐慌的心理状态。2003年“非典”时期公众抢购板蓝

度慢，线上阅读活动单一以及数字资源推送缺乏个性化

根，2014年埃博拉爆发时期公众抢购毫无防御作用的

定制等是多数图书馆共同存在的问题。此外，图书馆单

“病毒防御套装”，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时期，网络更

一的远程服务方式不能满足所有资源的校外访问，使得

发达的现在爆发出更多离谱的流言，有人相信喝酒可

教职工的使用权益打折。诸如以上种种都给图书馆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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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智能化信息服务带来了挑战和上升空间。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的应对思考

除了对版权限制开放政策的呼吁外，图书馆界还

21世纪以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检测产品和

在大流行期间进一步认识到立法保障与资金战略投入

技术、临床防治手段、药物研发、疫苗开发以及动物模

的重要性。魏大威等[20]提出将应急服务列入《中华人民

型建立等每一个科技的进步都关乎着战“疫”大局能

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否取得胜利

[15]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

修订范畴。美国国会2020年3月的CARES法案，为图书

度重视，科技部做了紧急部署，要求抓紧推动新冠肺

馆提供了5 000万美元的紧急资金来支持数字通信连接

炎疫情防控应急科技攻关。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要把

系统。2020年7月，美国图书馆协会敦促倡导者共同提

疫情防控科研攻关作为科技战线的一项重大而紧迫任

案设立《图书馆稳定基金法案》（Library Stabilization

务，综合多学科力量，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Fund Act），该法案提出设立总额2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

[16]

战、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科研活动密集、科研

解决因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导致的图书馆财务损失问

产出与需求激增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效应之

题和强化图书馆服务[2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常时期中

一，图书馆是连接科技文献产出和科技文献资源需求

只有健全的法律和政策制度才能使图书馆及时地为研

的桥梁，如何有效地保障科研人员需求、助力科技攻关

究人员和公众提供科技舆情、灾害信息、疫情动态等，

是图书馆肩负的重要责任。

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公众的健康安全利益，重塑知识服
务的新型生态。

1.4 法律与政策制度受限，知识生态亟须构建

2 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的现状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图书馆被迫关闭，其严重
依赖数字资源以支撑研究与教育。据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统计，截至2020年3月中旬，49个国家的大部分学校
已经取消或暂停了3.91亿学生的课程，许多学生将以完
[17]

2.1 启动应急窗口，提供高效服务
高质量的信息资源储备与建设是图书馆为用户提

。IFLA一方面向

供优质信息服务的基础。对于图书馆来说，其主要任务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呼吁放宽知识产权限制，另一方面

是完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为教学、科研和应急决策方

签署了国际图书馆联合会联盟关于COVID-19期间《资

面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撑。新冠疫情爆发后，IFLA发

源访问的声明共享原则协议》（Shares Principles for

表关于新冠疫情对全球图书馆界影响的声明，鼓励世

全在线的形式完成当前学期的学业

[18]

Associations in Negotiations） ，其中提到最大程度地

界各国图书馆扩展数字馆藏，为人们获取在线资源以

免费开放电子教材版权和有关COVID -19疫苗、抗病

及疫情相关信息提供更多支持。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毒药物等数据集，从而满足远程访问教学任务以及促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NSTL）

进科研活动。此外，非常时期图书馆为保障数字资源

推出“新冠肺炎应急文献信息专栏”，以NSTL馆藏资

及文化传播等功能，还需要和出版机构、数据库商等

源为基础，遴选国内外呼吸道传染病相关的文献并涵

产业合作与博弈，一起共度时艰。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盖新发表的新冠病毒相关文献，其面向中国大陆用户

图书馆积极呼吁开放版权限制，各个出版机构以及数

尤其是医务工作者免费开放全文。2020年2—6月，疫情

据库亦积极做出响应。如爱思唯尔（Elsevier）、斯普林

专题平台累计访问超过130万人次，传递全文文献万余

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和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篇[22]。此外，文化历史档案资料的保存与记录一直以来

Francis）等学术出版商以及一些学术团体签署了关于

也是图书馆的传统职能之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样的

《共享与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有关的研究数据和发现》的

特殊历史材料更值得图书馆进行大规模数字化馆藏。

联合声明，承诺与COVID-19和冠状病毒有关的出版物

如欧洲数字图书馆项目整合了欧盟成员国的文化历史

[19]

均可访问和利用 。但这些措施也受到了知识产权法律

资源，截至2020年初，已经有约4 000家机构参与，集聚

和实践的限制，不一定能满足所有情况的需求。疫情形

了5 800余万条元数据，其中欧洲18世纪以来爆发的流

势下，数字资源异常火爆，但科研数据共享机制和科技

感、天花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历史资源均以文本、

资源统筹管理方面的不足之处也暴露出来，这涉及国家

图片、音频、视频等数字资源形式进行了保存与共享，

政策、知识产权法律以及科学管理研究等各个方面。

是研究欧洲公共卫生史的重要参考资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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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过滤虚假信息，传播应急科普

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
心共同组成生物安全情报团队，构建COVID-19科研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信息治理成为挑战之一。图

动态监测平台，该平台持续对国内外COVID-19重要科

书馆面向公众肩负着3项职能，包括虚假信息的过滤、

研动态开展监测，旨在通过提供最新科研论文线索、摘

公共卫生信息的宣传以及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突发公

译科研论文主要内容、整理国内外重要机构的研究成

共卫生事件中图书馆馆员应当充分发挥信息识别的专

果，并通过“中国科讯”微信公众号向科研人员开放提

业素养优势，为公众提供优质信息资源。如IFLA早在

供一些重要的COVID-19科研动态信息，助力科研人员

的文章《如何发现虚假新闻》

对科技信息捕获与转化 [27]。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

拟定了8个简单步骤来帮助公众识别虚假新闻，IFLA提

中心紧急建设COVID-19疫情防控集成信息平台，平台

到图书馆应该倡导公众媒介和信息素养的重要性，通

集成政策动态、决策咨询、机构报告、研究进展、媒体

过教育提升公众批判性思维是图书馆的作用之一。新

报道、数据服务等栏目，各类数据的分面展示、浏览排

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国家图书馆策划并设计“服务不打

序、批量导出与网络分享[28]。该集成信息平台可满足各

烊，战‘疫’进行时——国家图书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类用户全面信息需求，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狙击

肺炎疫情资源专题库”提供了全面的抗疫资讯、科学防

战提供强有力的、丰富的集成科技信息支撑服务。中国

护与健康知识等服务，为公众研判虚假信息以及提供

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发挥医学与情报学

疫情防护指导。

专业优势，发布新冠术语集（COVID Term），涵盖疾

2016年就基于Kiely等

[24]

又如美国医学国立图书馆下设的“灾害信息管理

病、病毒、症状体征、感染人群、疫情防控、诊疗技术

研究中心”，从2008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不同类型

和方法等相关术语、同义关系、相关释义和来源等，助

的应急专题科普服务以及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内容涵盖

力科研工作与临床治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

生物恐怖袭击、化学灾害、火灾、地震、传染性疾病等

所推出《新型冠状病毒热点知识服务栏目》，提供数据

专题，并且对特殊群体（如妇女或儿童）的个性化信息

挖掘与智能分析功能，提供全方位的知识服务[29]。

需求进行了考虑。此外，美国医学国立图书馆还利用其
自身资源开发了各具特色的移动应急服务工具，包括基

2.4 拓展远程访问，保障线上教学

于有害物质数据库开发的WISER（应急救援无线通信
系统）的App可以提供对未知危险化学物质的快速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高校图书馆信息保障、应急服

别；基于馆藏资源挖掘开发的Medline Plus Mobile可

务及管理带来了巨大考验和挑战。2020年2月，教育部应

以为患者提供及时的药物治疗信息等

[25]

。美国医学国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

立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体系化的建设向公众证明了图

于疫情防控期间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

书馆参与国家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价值。

作给出指导意见，各高校应充分利用上线的慕课和省、
校两级优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2.3 传递科技情报，助力科研攻关

学深度融合的教与学改革创新，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
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防控更是一场信息

度和教学质量，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30]。

战、情报战。疫情防控离不开大量的信息与情报收集、

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迅速响应教育部的指导意见，第

分析和传递工作，科研工作的创新性突破更需要全面

一时间与教务部、研究生院等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合作

的科技信息情报支撑

[26]

。专业图书馆拥有丰富的科技

成立工作小组，加强电子教材和教参的建设与服务，对

文献数据库资源，图书馆馆员专业背景涵盖理、工、管、

收集到的教材及教参书目清单，紧锣密鼓地核对馆藏、

文、医、法等多个学科专业，具有信息采集、信息组织、

查重、数字化加工以及补购新书[31]。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信息分析等方面的特长，能够服务科学防控，助力支撑

馆克服时间紧、任务重、需求繁杂等困难，协同学校相

科技攻关。

关职能部门与院系，组织在线教学资源并推进其与教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国内理、工、农、医的各个专

学平台紧密对接；将书架、数据库、网络、出版社等不

业图书馆纷纷发挥专业优势，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同渠道的教学资源汇聚组织起来，梳理成与课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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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有资源推送到老师的虚拟课堂和学生的学习终端，
为学校线上教学提供了坚实保障

[3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的应对思考

2013年的H7N9禽流感以及2020年发生的新冠疫情事

。武汉大学图书馆

件等，每一次事件均对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

设置“寒假教学科研”专栏，分专题梳理和推荐各类电

出了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

子资源，为师生提供方便快捷的资源选择菜单；积极拓

三次会议上强调，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

宽数据库校外访问使用渠道，避免校外访问拥堵

[33]

。

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34]。

2.5 监测舆情动态，实现智库服务

2003年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不足
以满足公共卫生法治保障需求，之后在完善我国应急

图书馆以及情报信息服务机构具有海量的信息资

管理体系时需要明确各主体在应急管理体系中的职责，

源库，理应积极加入智库建设发展中，为决策机构提供

形成多层次、有秩序的应急调动网络体系[35]。图书馆作

舆情监测分析和信息参考。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决

为人流量大的公共服务场所，保障人民的健康安全是

策机构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资源供给，更对信

重中之重，应当把图书馆应急管理与服务纳入我国公

息的综合性与时效性提出了需求。

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法治建设中。这对于图书馆发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
所/图书馆紧急搭建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知识服务

挥自身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价值，保障人民健康与
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平台，动态监测疫情趋势和公众热点舆情、分析疫情特

完善图书馆应急管理与服务机制可以从以下两方

征，及时准确地向公共卫生部门报送有价值的网络舆

面着手。一是提升应急响应速度以及加强联防联控机

情信息，为有效进行舆情引导提供数据支撑。此外，中

制。图书馆的危机预警意识需要提高，公共卫生事件突

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的研究人员快速

发时需要立即启动应急文献资源保障机制，需要和出版

撰写了《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管理风

商、数据库以及技术供应商等一起完成反应灵敏、平战

险沟通研究》《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备役人员储

结合的协调工作机制。二是制定完整有效的应急管理

备及响应机制研究》《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

计划以及手册。应急管理计划应涵盖灾害管理的4个阶

展策略研究》及《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立法建议》

段——准备、响应、恢复和缓解，完整有效贯穿事件时

等决策咨询材料，为公共卫生治理研究提供参考。又如

间线前后的应急管理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突发公共卫

隶属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生所带来的危害，此外在常规化工作中也应定期进行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的美国公共卫生图书

应急演习。

馆，既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向公众公开CDC信息资

除此之外，图书馆经费保障不明等问题一直对图

源的一个窗口，又是CDC制定指导文件和防疫策略背

书馆应急管理响应性以及服务效能产生负面影响。只有

后强有力的信息数据支撑。

持续性的战略投资环境，才能保证图书馆在面对突发

图书馆通过舆情信息的实时监测，促进了公众和

公共卫生事件快速做出响应，保障突破性创新研究以

决策部门的良性互动，再结合利用图书馆自身资源优

及教学任务的顺利进行。如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the

势——不仅包含当下的事件信息，还拥有蕴含大量经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ARL）自1990年起

验、知识、教训的公共卫生事件历史记录，从而提出切

与互联网组织合作进行了长达30年的战略投资，其长期

实可行的决策建议。

的资金投入促使图书馆转型为具有互联网性质的数字
组织，塑造了良好的信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是保证了

3 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的思考
3.1 加强法律与制度建设，为应急信息服务
提供政策支撑

ARL在COVID-19颠覆性破坏下依然可以消除信息获
取和利用的障碍，及时提供其专业知识服务[36]。

3.2 完善资源战略保障，提升知识服务与教
育服务效能

21世纪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包括20 03年的“非典”、20 09年的H1N I甲型流感、

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资源存储和文化传播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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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界也一直关注多种媒介的动态发展，探索适应全媒
体时代发展的新需求

[37]

信息基础设施、数字资源开发等方面加大软硬件投入，

。特别是在数字资源保障这一

从而加快图书馆的网络化与数字化建设进程。利用人

块，建设现代化图书馆，不仅要满足公众的人文精神关

工智能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数据发掘与分析技术

怀需求，还应该为公众提供可持续的不受物理空间限

归纳用户的文献资源需求偏好及潜在需求，并以此为基

制的智慧化服务，这需要做到传统物理空间规划与资源

础实现人与书相连，为特定用户提供个性化及特色化

智能化管理建设深度融合

[38]

。只有把数字资源战略保

的资源服务，使图书馆走向智能化[41]。

障建立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角色。
一方面建设科技资源存储仓并与供应商协商许可协议，
以减少信息获取和利用障碍；另一方面数字化各种突发

3.4 打造专业应急信息服务队伍，全面适应
应急管理需求

公共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以及卫生突发事件）实践资料
进行应急专题数据库建设，保存共享大量的实践经验教
训，以快速地为应急管理措施提供参考。

高效、专业的应急信息服务队伍是图书馆参与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提供应急信息服务的关键，理

图书馆信息资源战略保障与应急信息服务的目的

应成为图书馆应急信息管理体系中优先发展的方向。

在于及时提供知识服务以及信息素养教育。图书馆除提

首先，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馆员专业培训计划，

供优质信息资源外，更应该注重挖掘信息价值，真正履

做好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防患于未然。其次，提高馆

行知识服务、决策支撑以及教育服务职能。建设科技舆

员卫生安全素养，学习公共安全知识，提升馆员应急服

情资源云平台，与科研人员共建共享，满足科研人员快

务能力。安全素养教育包括突发事件相关法律法规、服

[3]

速发现新知识以及创造新知识的迫切需求 ；对应急专

务标准规范、专业知识等方面[42]。再次，在全媒时代背

题数据库资源进行深入挖掘追踪其价值，积极参与政

景下，提升馆员信息新技术运用能力也至关重要。在面

府高层决策；完善线上教育资源，包括面对教职工的课

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对信息和数据的敏感性，对情

程教育资源和面对普通公众的信息素养培训资源。

报信息的获取、整理、分析能力以及发布信息的能力等
都是所必须具备的能力。最后，需要培养馆员与政府以

3.3 突破远程支持核心技术，消除不同场景
信息服务壁垒

及私营部门的合作协调能力，加强对公共部门的决策支
持服务，保障突发公共事件下与数字资源供应方的资源
协调。

疫情防控期间，大规模的远程访问需求对图书馆
电子资源远程服务的技术保障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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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f Emergency Information Service of Libraries in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LI YongJie SUN YiNan TANG XiaoLi
( Institute of Medical Infor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5,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challenges faced by library emergency information service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role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public opinion, public information demand and policy environment,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brary emergency information
service practice.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emergency information service of library are given from four aspects of environment,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personnel. These suggestions will help the library to integrate into the 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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