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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背景下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综述: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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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凌　王凤姣　龚蛟腾

　　摘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双一流”建设在专业教育、学术研究、学科交流、社会服务等方面给图

书馆学学科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契机.教育体系、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学科基地的完善促使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渐趋完备.学术共同体、学术领域、学术规范、学术产出的繁荣保障着图书馆

学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学科内国际对话、学科群交流整合、跨学科交叉融合等加强了图书馆学

学科交流的密切程度.引领事业发展方向、开展多元社会培训、提供智库决策支持等体现出图书

馆学社会服务的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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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５年以来,国家先后启动“双一流”建设、“双
万计划”[１－５],稳妥推进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专

业、一流课程建设,迈上了新时代内涵式发展的高等

教育改革之路.其中,一流学科建设既是一流专业

与一流课程建设的归依,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
起到承续连接的枢纽作用,无疑是高等教育改革创

新的重点.审视图书馆学当前的发展状态,可以发

现许多“悖论现象”正困扰着学科的转型发展,“发展

方向”与“核心知识”困惑[６]造成了严重的自我怀疑

与内部争论.要破除这些悖论与困惑,图书馆学必

须抓住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契机,全方位加强内涵

建设,促进跨越转型,实现创新发展.一方面,“双一

流”建设要求调整优化学科结构与布局,汇聚资源打

造强势学科,以迈入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行列

或前列.这使得许多相对弱势的图书馆学学科点,
在配合学校整体学科布局的情况下被迫撤销,削弱

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力量.因此,如何巩固学科根基、
发展专业教育是图书馆学在“双一流”建设中亟需解

决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国家“双一流”建设规划

对于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原则、方向等提出了基本

要求.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已入选一流学科建设

的图书馆学学科点如何强化内涵建设、打造学科高

峰,处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科点如何配合学校

建设大局、贡献学科价值,暂未入选的学科点如何强

化学科优势、突出发展特色,以及全国图书馆学学科

点如何加强交流协作、配合高等教育改革顶层设计、
进而实现学科转型创新与可持续发展,都是需要系

统思考、审慎谋划的重要问题.基于«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等战略规划,我
们从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与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等５个方面探索了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格局与思

路[７].在此基础上,笔者从专业教育、学术研究、学
科交流、社会服务等４个方面进一步梳理“双一流”
建设以来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成就与不足,总结学

界关于学科建设的认识、看法与观点,以期探索出学

科建设的科学方向与合理路径,推动图书馆学的转

型变革与创新发展,把握新时代机遇,应对新时代

挑战.

２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渐趋完备

２．１　调整完善教育体系

中国图书馆学的学校教育已经走过百年历程,
在教育体系、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学科基地等各方

面硕果累累、成就非凡.２０１９年,肖希明教授等系

１８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 ２０２０年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重大项目“‘一流’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互动研究”(编号:２０２０JGZX００７)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王凤姣,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３Ｇ０１３４Ｇ０６８３,邮箱:２６２４４０５２９５＠qq．com.



2021

年
第2

期

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多层次图书馆学教

育体系”,归纳了４０年来７０家图书馆学教育单位的

累计数据,指出当前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已逐步走

向本科教育稳中趋降,研究生教育占据主导地位,博
士生教育平稳发展的局面,形成中间饱满的橄榄型

结构”[８].笔者通过对２０１５年“双一流”建设启动以

来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调整的系统调查,发现这段

时间新增或升级图书馆学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

培养层次的教育单位有３９家,撤销或停招图书馆学

本科、硕士培养层次的教育单位有１０家(详见表

１)[９－１９].以上数据充分反映出图书馆学已经建立

了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并通过持续有效的调整优

化以配合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大局.另一方面,
虽然图书馆学教育不断发展,但其与图书馆事业的

“不同步”问题、学科交融中的“孤岛化”现象[２０],制

约了图书馆学的深入发展.由于需要集中资源推进

“双一流”建设,少数图书馆学专业实力不强的学校

撤销了其本科教育,这似乎成了个别学者过分夸大

取消图书馆学本科教育的所谓理由.虽然东部沿海

发达城市公共图书馆与一流高校图书馆已经达到了

世界前列水平,但不能忽视的是,东中西部之间、不
同层次高校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

图书馆事业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异.如何发挥学科教

育的作用以弥补图书馆事业的内部差距,是图书馆

学教育改革、学科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此才能在

事业、教育与学科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全国图书馆学教育单位应

加强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协调学科、学校、地域发展

的基础上优化结构层次与区位布局,推进科学研究、
服务社会与人才培养等的协同,巩固学科教育根基.

表１　２０１５年以来图书馆学教育体系的调整

年份 层次 类型 名称 学校

２０１５ 本科 新增 图书馆学 贵州民族大学

２０１６
专硕 新增 图书情报 贵州财经大学

学硕 撤销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

２０１７

专硕

撤销 图书情报 湖南大学

停招 图书情报 北京大学

新增 图书情报

北京联合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河
海大学、湖北大学、吉林财经大学、吉首大学、江苏大
学、南昌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山东师
范大学、山西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沈阳建筑大
学、扬州大学、长春师范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中国农业科学院

学硕

撤销 图书馆学 天津工业大学

新增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山东理工大学

已有二级学科点升为

一级学科点

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天津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南大学

情报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河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新乡医学院

博士

新增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河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湘潭大学

已有二级学科点升为

一级学科点

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南开大学、中山大学

情报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华中师范大学

２０１８

本科 撤销 图书馆学 山东大学

学硕
撤销

图书馆学 西安交通大学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重庆大学

新增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南京工业大学

２０１９

本科 撤销 图书馆学 陕西理工大学

专硕 新增 图书情报 福州大学、苏州大学

博士后 新增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湘潭大学

２０２０ 博士 授权自主审核增列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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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巩固优化师资队伍

学科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专业人才的活动,其高

效发展与具备深厚知识基础、优良教学能力的教师

紧密相关.图书馆学师资队伍建设不仅是推进专业

教育的重要抓手,也是推进学科建设的基础之一.

２０１６年,中南大学等４所高校撤销了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通过调整学科布

局以推进“双一流”建设,释放出“双一流”背景下图

书馆学学科建设改革的重要信号.楼雯等在此背景

下调查了本学科４９个学位点７９５名教师的情况,剖
析了本学科师资的“国际化、学科点师资结构、学缘

结构、就职流向”等情况,指出“地域性流动”是本学

科师资流动的主要特征,应通过“师资融合”推进一

流学科建设[２１].２０２０年,冯惠玲教授等调查了全国

５６个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点１５１４名全职教师

的学历层次、学科背景、年龄、职称等情况.总体来

看,本学科的“师资规模偏小”,同时存在师资“老化

现象”与“过于年轻化带来的学科点不稳定问题”,以
及学缘结构上本学科背景、本校学科背景占比过高

与“国际化总体水平偏低”等问题[２２].段宇锋教授

团队对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MLIS)教育进行了

全面而持续的调查,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９年,MLIS培养单

位分别有专任教师８３５人、８０６人、９４６人、８２８人、

１３２４人(详见图１)[２３－２７].图书馆学师资队伍建设

既要注重规模,更要强调年龄、职称、学科背景等方

面的结构层次,形成由顶尖的一流学者、领军水准的

学科带头人、独当一面的学科骨干、锐意创新的青年

教师组成的学科梯队.另一方面,要推进科研教学

融合,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贯

彻于师资建设.只有推动师资队伍科研水平与教学

育人的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图书馆学一流学科建设

的长远目标.

图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MLIS师资状况

２．３　充实积累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是指辅助教学活动、提高教学质量的

相关资源,主要包括课程与教材两方面.一流的图

书馆学教育要以一流的课程体系与一流的教材体系

为支撑.笔者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７家单位为

样本,调查了图书馆学本科课程体系的“聚焦信息与

图书馆的核心课程”等现状,分析了“面向国家发展

战略确立金课原则”等改进需求,提出了“核心知识

与特色研究的结合”等课程建设思路[２８].２０１７年

初,图书馆(学)在线课程联盟成立大会暨首批在线

开放课程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教育部图书情报

工作指导委员会、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爱课程”网等联合支持建设图书馆学在线开放课

程[２９].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图书馆(学)在线课程联

盟已收录４６门相关课程[３０],其中包括武汉大学马

费成教授主讲的“信息管理学基础”等国家级精品课

程.教材建设方面,２０１７年,教育部图书馆学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商讨“十三五”时期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核心课程教材

建设问题,预计出版«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服务»«社
区图书馆»等９种专业教材[３１].２０１９年,司莉教授

等从出版阶段、主题、著者、质量、出版机构、用户等

方面全面调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图书馆学教材,其
中“１６种入选‘十三五’国家级规划教材”[３２],反映了

图书馆学教材的建设水平,对探索教材建设的历程

与方向、推进学科建设有着重要参考作用.“双一

流”建设对图书馆学课程与教材建设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一方面要建设一流的课程体系与教材体系,将
科研前沿成果、社会需求导向、立德树人目标融入其

中;另一方面还要加强课程体系与教材体系的协同,
并结合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与多元化的教学资源,
切实提高教学成效.

２．４　开拓创设学科基地

图书馆学学科基地的建设包括两方面,一是学

科建设与发展所依托的科研平台,一是开展学科实

践教学的实验实习基地.当前部分图书馆学院系的

科研平台开设情况十分可观,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

学院[３３]、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３４]、北京大学信息

管理系[３５]分别有１７、１１、９家科研平台,能够为图书

馆学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优质的支撑作用,凝聚图书

馆学学科建设资源与力量.其中,实力雄厚者如武

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是本专业领域唯一的国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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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承

办«图书情报知识»与«信息资源管理学报»等学术期

刊.作为一门立足图书馆事业、具有显著实践特质

的社会科学,实验实习基地能够加强学生对于图书

馆学学科性质的认同,辅助实践教学课程的有效开

展,从而推进学科建设的发展.以中山大学图书馆

学专业为例,其通过多种途径建设了“自建本科教学

实验室”“国家级与部级实践教学平台”“合作建设教

学实验室”“实习基地”等[３６]一系列优质而全面的实

践教学平台,能够有力支撑其作为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的建设.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基地一

方面能够汇聚优质资源,拓展社会多元参与途径,推
进学科建设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能够弥补单一课程

教学的不足,有效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
助力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另外,结
合“双创”战略,图书馆学教育单位有必要依托学科

基地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提供创业孵化平台,拓宽

学科教育的发展口径.

３　图书馆学学术研究持续发展

３．１　学术共同体迭代成长

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有赖于长效的学术研究的推

动,而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学术共同体、学术

领域、学术规范、学术产出的共同作用.学术共同体

是基于同一范式而凝聚的学术团体.只有不断成

长、充满活力、锐意创新的学术共同体,才能保障图

书馆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长远发展.“大”的图书

馆学共同体中,包括各种“小”的共同体,即图书馆学

的不同学派.２０１５年,张瑜将图书馆学分为解释

派、实证派、批判派、人文学派等流派,指出“图书馆

学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学界要“在社会关注度极高

的话题方面争取更多的话语权”[３７].程焕文教授梳

理了第四代图书馆学人从“舞台中央走向边缘”的情

况[３８],并指出由于图书馆学人成长过程中的“玻璃

天花板”与“掘墓人”问题,以至于“我们正在快速地

偏离图书馆馆员职业化的道路,且渐行渐远”,只能

极力“呼唤第五代图书馆专业人才的早日到来”[３９],
实现图书馆学人的赓续发展.图书馆学青年学者的

崛起与发展对于学科建设大有裨益.２０１８年末,图
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的３９位青年学者组成

了图情档３９青年学者沙龙,发出了“不忘使命,砥砺

前行”“精诚合作,守正拓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的倡议[４０],反映了青年学者团体的创新活力与责任

担当.学术力量的新生与迭代是学术共同体发展的

源泉,也是学术研究的不竭动力,源源不断地滋养着

学科建设.“双一流”建设对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既
是压力,更是动力.一方面要营造有助于学者,尤其

是青年学者成长发展的学术氛围与创新环境,保障

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学术

共同体要凝聚学科共识,巩固学科认同,增强学科发

展向心力,提高学科竞争话语权.

３．２　学术领域守正拓新

学术领域是图书馆学研究的疆土与阵地,是其

立足于科学世界的基本盘,代表着本学科与其他学

科的区别.图书馆学研究者素来有总结研究进展的

传统.２０１７年,黄如花教授等主编的«图书馆学研

究进展»正式出版,从图书馆转型发展、基础理论、信
息资源建设等方面全面梳理了近年来的图书馆学研

究成果.周余姣[４１]、李易宁[４２]、张丽[４３]等以年度为

界限,分别总结了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的图书馆学研究进

展.黄筱玲[４４－４７]聚焦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基础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持续跟踪与

系统综述.周文杰教授以２０１９年度的学术热点论

文为基础,指出学科建设的趋向包括“数据驱动下的

图情档学科发展路向”“面向数据科学和大数据的图

情档学科转型”“作为图情档学科新生长点的数字人

文”[４８].２０２０年,肖鹏从基础理论着眼,分析了“面
向高质量发展的图书馆标准化与均等化”“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图书馆特殊人群服务”等“十四

五”期间图书馆学研究的十大热点问题[４９].２０２１年

伊始,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组织评选并公布

了２０２０年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十四五’时
期的图书情报与档案事业发展与规划”“新文科背景

下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建设”“中国图书馆学

百年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智能时代的图书馆发展转

型”等入选其中[５０].从数据科学、数字人文、智慧图

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等研究热点领域的发展来看,传
统的以图书馆为中心的学术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图书馆”研究从学术领域的核心转变为

基础,由此延伸出的信息、知识、数据范式支撑起了

新的图书馆学疆域.“双一流”建设要求培养复合型

的卓越拔尖人才,图书馆学亦应以守正拓新为原则,
以图书馆与信息研究为基础,回应社会对于公共文

化事业、信息社会的关切,并积极主动向知识、数据、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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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研究拓展,融入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构建多元融

合、逻辑自洽的学科知识体系.

３．３　学术规范日渐成熟

学术规范是保障学科发展的规矩绳墨,是学科

建设良性生长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学术规范是指

科学而规范的研究基础,譬如支撑学术研究的术语

体系.２０１８年,叶继元教授指出图书馆学在学科建

制各方面的完善程度与数理化等大学科“没有什么

差别”,但“名词术语的规范化”这一关系到“学科的

体系化、成熟性”的“基础研究”仍有不足之处,只有

建立起一套成熟、规范的术语体系才能使本学科“立
起来、熟起来和强起来”[５１].２０１９年８月,«图书馆

情报与文献学名词»正式出版,对“图书馆学情报

学基础”等８个类别的３４３６条学术名词进行了规范

阐释[５２],夯实了图书馆学学术规范的基础.另一方

面,学术规范的重要性体现在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

体系之上.２０１９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发布«学
术出版规范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明确了作者、
审稿专家、编辑者学术不端行为的界限[５３].２０２０年

２月,教育部、科技部等先后印发了«关于破除科技

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关于

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

价导向的若干意见»[５４－５５]等通知,提出“探索建立科

学的评价体系”,这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

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

的伟大事业中”[５６]号召的积极响应.图书馆学必须

推进基础规范研究,加强自身规范化发展,更好地融

入“双一流”建设.并且“双一流”建设离不开科学合

理的评价体系的保障,图书馆学应当发挥在学术评

价领域的积淀与长处,推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

影响的学术评价体系.

３．４　学术产出保持稳健

持续而富有活力的科研产出是学科建设长远发

展的重要保障.在现代科研体系中,基金项目是学

术产出的重要抓手,专著与论文是学术产出最直接

的成果,奖励则代表着学术产出的质量.笔者梳理

了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

献学”的立项数据[５７],具体如图２所示,可以很清晰

地发现近年来本学科群年均立项近１７０项,并保持

着略有上升的发展态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

交叉性、综合性为特点并未设置学科分类界限.图

书馆学学者既主动参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更注

重本学科重大核心问题的攻关,如肖希明教授的“中
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及其文化影响”、范并思教授

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研究”、陈传夫教授

的“社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图书馆发展风险规制研

究”、张久珍教授的“«刘国钧全集»编纂”等等.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２０日,笔者在国家图书馆OPAC中检索了

属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G２５类并在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出版的中文图书,共获得３２６７条书目信息(详见

图３)[５８].可知近年来每年出版约６００种图书馆学

著作,远超２１世纪前１０年年均２４４２种的数量①.
论文方面,笔者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中选择“信息

科技—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图书馆学、图书馆

事业”类目,检索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刊发的期刊论文,共
检得８９１７８条结果(详见图４)[５９].总体来说,图书

馆学年均发表论文约１６０００篇,整体数量十分可观.
由于调查口径与时间限制,相关数据相对粗略,且

２０２０年数据并不完全,不过已经可以非常直观地反

映出图书馆学学术产出的稳健发展态势.在２０１９
年第八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中,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共获得一

等奖２项,二等奖１２项,三等奖４项,青年成果奖６
项[６０],展现了图书馆学学科群研究成果的高水平与

高质量.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要有效融入“双一流”发
展之中,学术产出不仅要扩大规模,更要提升质量,
并着力加强成果转化.图书馆学作为立足于文化、
信息领域的社会科学,只有通过成果应用转化驱动

实践发展,才能真正昭显图书馆学的社会价值,才能

提升学科影响力与认可度,进而实现一流学科建设.

图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

情报与文献学”立项情况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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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图书馆学著作书目提要１９０９—２００９»前言中

“表１我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年份(１９０９—２００９)分布情况”,其
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共出版著作２４４２种,故２１世纪前１０年出版的

图书馆学著作年平均数为２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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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国家图书馆收录图书馆学著作数量

图４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中国知网收录图书馆学论文数量

４　图书馆学学科交流日益密切

４．１　学科内国际对话

多途径、全方位的学科交流能够有效促进学科

建设.就图书馆学而言,一方面不仅国内各学科点

要加强交流,而且要注重学科的国际对话;另一方面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群的整合,以及跨学科、跨
领域的交叉发展,也是在交流中推进学科建设的重

要方式.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要在立足中国本土

实际的基础上拓宽国际视野,开展国际对话,在全球

科学研究生态中展现中国图书馆学的独特魅力.图

书馆学的国际交流与对话,首推iSchools运动.在

“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快,泛在信息环境形成”[６１]等背

景之下,美国各图书情报学院为寻求变革与突破,发
起iSchools运动,成立iSchools联盟,促进了世界范

围内图书馆学的发展变革与交流对话.截至２０２０
年,中国共有１６家院校加入了iSchools联盟,其中,
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南开大学

信息资源管理系、苏州大学档案与电子政务系等三

家单位是２０２０年最新加入的[６２].会议是最为正式

的学术交流方式之一,图书馆学国际会议,尤其是在

中国举办的国际会议则最能促进中外图书馆学之间

的积极对话,实现双向影响.２０１７年３月,国际顶

级信息学院联盟年会(iConference２０１７)在武汉召

开,这是该年会首次在亚洲举办[６３],充分体现了中

国图书馆学参与、融入世界学术舞台的作为与担当.

２０１９年９月,国家图书馆于建馆１１０周年之际举办

“图书馆与时代同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图联

秘书长莱特纳(G．Leitner)等国内外图书馆界知名

专家学者与会并作学术报告[６４].“双一流”建设是

中国面向世界的高等教育改革举措,这要求图书馆

学全面提高国际化水平.一方面要借助iSchools联

盟这一已有的交流平台,通过会议、访问、留学等多

种途径主动参与到世界图书馆学对话中去;另一方

面要向世界图书馆学界传播中国话语,针对全球问

题提出中国方案,输出中国理论智慧,增强中国图书

馆学的国际竞争力与话语权.

４．２　学科群交流整合

图书馆学经过多年的积累、分化、发展,早已与

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学等学科形成了紧密

结合而不可分割的同族关系.但实际上学科群内仍

存在一定界限,彼此之间有着若隐若现的“隔膜”.
随着学科交流的日益密切与深入,图书馆学需要进

行学科群层面的交流整合,全方位推进学科建设.

２０１９年,钱明辉等构想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

“品牌化”建设方案[６５],将图书馆学等二级学科置于

一级学科的大背景下,实现特色、个性与创新发展.

２０２０年,马梦丹探讨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的

一体化建设,提出保留特色的同时“在一个统一的框

架中促进其协同发展”[６６].当然,学科群的交流整

合不仅需要设想与建议,更依赖于切实而开放的学

术会议等交流机制.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全国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学术期刊高峰论坛在保定召开,探讨了

学科前沿热点、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建设以及学术

期刊的选题策划与媒介融合等问题[６７],试图从期刊

角度推进图情档学科群的共同发展.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教育论坛暨青年学

者论坛于武汉大学召开[６８],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论坛再次于南京大学召开[６９],
共谋图情档一级学科建设.在正式的学术会议之

外,以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为代表的非正式交流机

制也进一步促进着学科群的交流.譬如中国人民大

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的“图情档学界”、中国人民大

学闫慧等学者发起成立的“图情档３９青年学者沙

龙”等微信公众号,延伸了图情档一级学科的非正式

交流.优化资源配置、突出学科优势是“双一流”建
设的基本思路,图情档学科群在一流学科布局中若

要不“被”优化,则必须主动抱团取暖,凝聚力量,汇
聚优质资源,打造学科特色,形成强劲的学科竞

争力.

４．３　跨学科交叉融合

在全球科技发展的新时代,以移动互联、云计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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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

“新技术革命正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７０].长期耕

耘于信息研究的图书馆学必须把握这一大势,在与

不同门类学科的交流、交叉、交融中汲取理论精髓,
并向其他学科贡献信息处理、组织等知识积淀,在扩

大学科影响力的同时,推进学科建设的深化发展.

２０１９年,吴丹教授等人调查发现,近十年来图书馆

学研究使用的理论主要为TAM 模型、计划行为理

论、理性行为理论等,揭示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

探索不足”“理论使用方式中理论放置占比最多,理
论生成占比较少”等问题[７１],呼吁加强图书馆学理

论创新.在具体的研究领域方面,数字人文研究的

繁荣充分体现了跨学科交叉融合对于图书馆学学科

建设的促进意义.譬如,夏翠娟研究员认为在面向

人文研究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图书馆学对

数字人文有着“书目控制”等方法论贡献[７２],拓展了

图书馆学的学理价值.数字人文的发展,调动了图

书馆学理论研究、专业教育的创新活力,并促进了与

人文学科、计算机学科等的交流融合.２０２０年８
月,教育部公布了«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
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南开大学的“服
务科学与管理”,武汉大学的“数据科学”“数字传媒”
“文化产业管理”,北京协和医学院与吉林大学的“医
学信息学”[７３]等交叉学科,都涉及图书情报与档案

管理一级学科.“双一流”建设尤为强调跨学科交叉

融合与协同创新,图书馆学也必须加强与其他学科

的交流合作,强化跨学科发展优势.当然,这并不意

味着图书馆学要放弃自身根基而成为其他学科的附

庸,而是要借助其他学科优势反哺图书馆学基础问

题的研究,夯实自身理论体系.

５　图书馆学社会服务不断深入

５．１　引领事业发展方向

图书馆学是一门具有显著实践特质的社会科

学,理应通过引领事业发展、开展社会培训、提供智

库支持等服务社会的方式加强学科建设.从２０１９
年末暴发的“新冠疫情”来看,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

发展出现了新的挑战.以湖北为例,湖北省公共图

书馆在疫情期间开展“书香战疫”[７４],为民众供给文

化食粮,凝聚精神力量.武汉图书馆李静霞馆长在

总结武汉以及国内外图书馆抗击疫情实践的基础

上,提出图书馆员应成为“重大社会实践的积极反应

者”“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方向引领者”“培育阅读习惯

的专业推广者”“弥合信息鸿沟的技术赋能者”“服务

创新与终身学习的坚定践行者”[７５].在图书馆事业

受到疫情威胁时,沙勇忠教授率先组织了“公共危机

信息管理”专题论文.沙教授指出,公共危机信息管

理是“公共危机管理与数据信息管理交叉而成的一

个新的研究领域”[７６],不仅具有理论研究价值,更能

够解决现实的重大问题.２０２０年６月,吴桂春与东

莞图书馆之间的故事引发社会热议,继杭州图书馆

接纳拾荒者的故事之后再次高度宣扬了公共图书馆

精神.«图书馆论坛»连续推出多期笔谈,吴建中、柯
平、李国新等专家学者纷纷激赏东莞图书馆体现出

的包容精神与人文关怀.从“新冠疫情”中学科—事

业—社会的联动来看,图书馆学要通过引领事业发

展方向的方式,促进学科建设与事业实践的协同发

展.回应现实需求、服务社会发展是“双一流”建设

对各门学科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因而图书馆学学

科建设必须重视作为学科母体来源的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既是公共文化事业的核心基础之一,也是信

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图书馆学必须为文

化、信息事业的发展提供理念引导与理论支撑,提出

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才能彰显学科的社会价值.

５．２　开展多元社会培训

培训一般是指短期内向相关人员传授基础知识

与技能,与专业教育相比,缺乏系统性,但更具灵活

性、针对性.社会培训虽然不是学科建设的主要任

务,但对于图书馆学的成长与发展确实起到了重要

作用.目前,各图书馆学教学单位开办了不同形式、
不同类型的社会培训.譬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开设了“图书馆管理类”“信息资源管理与服务类”
“文化 事 业 与 文 化 产 业 类”等１３个 社 会 培 训 方

向[７７],能够有效满足各方面的社会需求.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曾于２０１５年举办“图书馆学专业(信息

资源管理方向)高级专门人才研修班”,以培养具有

图书馆学、信息资源管理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的高

水平专业人才[７８].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设有专

门的培训中心,形成了体系化的培训模块与课程,近
期开设的培训项目有“新时代全国民营文化机构经

营管理人才培训班”等[７９].中国图书馆学会为推进

事业发展,联合各方力量举办了各类培训,如“图书

馆对公众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研讨班”等[８０],来自武

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的图书馆学专家在其中竭心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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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传授专业知识.“新冠疫情”期间,云教育、在线培

训等丰富了图书馆学社会服务的形式.譬如２０２０
年４月,中国图书馆学会联合中国知网举办“书香助

力战‘疫’,阅读通达未来———图书馆员业务能力提

升”主题活动[８１],汇聚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的图书

馆学专家,以专题讲座、专家荐读、知识竞赛等不同

方式助力馆员能力培训.图书馆学的社会培训一般

直接面向图书馆等公共文化事业单位以及其他文

化、信息机构,能够有效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

对接,解决现实问题,突破实践难关,从而提升图书

馆学的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助力图书馆

学一流学科建设.

５．３　提供智库决策支持

２０１９年,习近平在国家图书馆建馆１１０周年之

际,肯定了国家图书馆老专家们对图书馆“传承文

明,服务社会”初心的坚守,肯定了国家图书馆在“传
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
方面的贡献[８２].以图书馆事业为实践基础的图书

馆学,在服务社会方面具有与图书馆一脉相承的社

会价值,能够在文化、信息事业建设领域提供智库决

策支持.２０１６年,柯平教授等的«文化行业标准化

研究»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著作是原文化

部«“十二五”文化行业标准化重点工作领域»项目的

成果[８３],为文化行业的标准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

撑.２０１８年,柯平教授指出图书馆学者不仅具有

“学科责任”,更具有“社会责任”[８４].譬如,国家图

书馆研究院等研究团队引领了各级各类图书馆“十
三五”规划的制定工作,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理

论指导与智力支持.北京大学李国新教授等团队积

极投身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为国家公共文化立法、资
源建设与整合、均等化服务等提供了决策支持.这

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学的社会影响力,实现学科与事

业的共同发展.李国新教授指出,在国家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发展的背景下,图书馆学专家是公共文化

研究的“中坚力量”,贡献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彰显出

图书馆学的“智库功能”.并且图书馆学在公共文化

领域的拓展是“‘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构筑中国特色

图书馆学的必由之路”[８５].“双一流”建设要求打造

新型高校智库,提高服务国家决策能力.图书馆学

必须在图书馆事业立法、公共文化服务、信息资源开

发利用、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等方面有所作为,在学科

智库、学校智库的建设中贡献独特力量,才能在“双

一流”建设中打开学科发展新局面.

６　结语

在“双一流”建设引领的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大

背景之下,“六卓越一拔尖”计划２．０、“新工科、新医

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双万计划”等促进了中国

高等教育格局的“重新洗牌”,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

所有学科都必须重新思考学科建设问题,主动谋划

转型升级,在未来的学科大局中谋求存身与发展之

地.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系
统工程,必须以系统思维、系统科学进行规划.就目

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学科规模小、认知度低、影响力

弱以及学科专业名称、核心知识、发展方向等问题,
依旧困扰、束缚着图书馆学的发展.在梳理分析学

科建设现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图书馆学在专业教

育方面应坚持立德树人、强基固本的原则,维系学科

基本阵地,保障学科可持续发展;在学术研究方面应

依循守正创新、特色发展的路径,明确学科核心基础

与发展方向,打造学科竞争优势;在学科交流方面应

秉持全球视野、兼容复合的思路,增强学科国际竞争

力与话语权,凝聚学科建设资源;在社会服务方面应

坚守不忘初心、传承文明的理念,主动回应现实需

求,提升学科社会影响力与认可度.通过专业教育、
学术研究、学科交流、社会服务等各方面的协同发

展,才能在新的发展格局下全面推进图书馆学学科

建设.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如何把握高等教育

全方位变革的时代大势,响应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学科建设力量,明确学科发展

进路,是值得全体图书馆学人思考与探索的时代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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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ntheDisciplineConstructionofLibraryScienceUnderthe
Backgroundof“DoubleFirstＧClass”: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YiLing　WangFengjiao　GongJiaoteng

Abstract:From２０１５to２０２０,theconstructionof“doublefirstＧclass”hasbroughtnewchallengesand
opportunitiestothedisciplineconstructionoflibraryscienceintheaspectsofprofessionaleducation,acaＧ
demicresearch,disciplineexchangeandsocialservice．Theimprovementofeducationsystem,facultyand
teachingresourcesaswellasdisciplinebasemakeslibraryscienceeducationmoreandmorecomprehensive．
Theprosperityofacademiccommunity,field,normsandoutputensures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liＧ
braryscienceresearch．Theinternationaldialoguewithinthediscipline,thecombinationofdiscipline
groups,andtheinterdisciplinaryintegrationstrengthenthedisciplineexchangeoflibraryscience．Leading
thedevelopmentdirectionoflibrarianship,carryingoutdiversifiedsocialtrainingandprovidingdecision
supportasthinktanksalltogetherreflectthecontinuousdeepeningofsocialservicesoflibraryscience．

Keywords:LibraryScience;DisciplineConstruction;DoubleFirstＧ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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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PracticalPromotionofGradedReading
forMinorsinAcademicLibraries

—ACaseStudyofTuanMengXueTanginSichuanUniversityLibrary

ZouYan　JiangXiao　SunShi

Abstract:Readingpromotionforminorsisthebasisforthenationwidereadingpromotion．Withits
characteristicresources,theacademiclibrariesshouldtakefulladvantageofthecampusculturetocarryout
insightfulanddistinctiveactivitiesofdifferentlevelsforminorsunderthecertainconditions．TuanMeng
XueTang:thepracticalreadingpromotionactivityforminorsofSichuanUniversityLibrary,isbasedon
gradedreadingtheoryanddrawontheexperienceandmodefromdomesticandforeignreadingpromotion．
Ithascarriedoutdiversifiedreadingactivitieswithmultipleknowledgestructureandmultimediaforall
ages．Itisabeneficialexplorationfordeepeningandexpandingtheacademiclibrariesreadingpromotion
service．

Keywords:AcademicLibrary;Minors;ReadingPromotion;Graded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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