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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大学学生在读什么经典?∗

———一项来自百万开放课程大纲大数据的研究

□孟祥保

　　摘要　保存与传播知识是大学图书馆的使命之一,经典推广与阅读是重要途径之一.文章

利用哥伦比亚大学的百万开放课程大纲项目数据,从分布特点、高影响力著作、高影响力作者角

度,统计与分析了５０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大纲所推荐的经典著作.研究发现,一流大学极为

重视经典阅读,阅读内容覆盖了西方文明史上的优秀作者及其经典著作,导向上重视通识教育与

专业经典阅读.对于我国大学图书馆而言,阅读推广应回归经典,服务嵌入至本科教学,重视图

书馆数据开放与跨界共享.
关键词　推荐书目　教学大纲　本科教育服务　开放数据　阅读推广　大学图书馆

分类号　G２５２．１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０

１　引言

大学生是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重要对象,研
究其阅读内容特征及行为规律对于开展阅读推广活

动、馆藏发展乃至教学支持服务都具有积极的推动

作用.从研究路径来看,主要有如下三种方式:一是

基于调查的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表、深度访谈、日志

记录等方式收集数据,进而去分析学生阅读内容、阅
读行为、阅读环境、阅读媒介等,如中国研究团队利

用“学术阅读调查问卷”收集的１１６５份问卷分析中

国大陆学生阅读的载体偏好[１],许广奎和周春萍通

过问卷调查,从阅读需求、读物需求和阅读利用行为

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手机阅读行为特征[２].胡斯伯

格(Foasberg)通过日志记录研究了纽约市立大学皇

后学院学生的阅读载体偏好问题,结果表明多数人

更喜欢使用纸质载体进行长篇和学术阅读[３].二是

基于实验方法的阅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如宫梅

玲等实验探讨了推荐阅读对于抑郁的治疗效果[４],
马谐等通过对比实验研究了背景音乐对中英文阅读

理解的影响[５],陈庆荣和杨亦鸣通过眼球追踪技术

探索了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古诗阅读过程中的语篇

加工机制[６].弗罗因德(Freund)等通过实验对比研

究了数字阅读过程中,不同文本环境对信息交互及

其理解结果的影响[７].三是基于书目数据的阅读内

容特征研究,艾春艳和刘素清分析了北京大学１００
多位教授所推荐的图书特征及其社会意义[８],吴汉

华等分析了我国“９８５工程”大学高借阅率书目的

特征[９].
大数据、开放数据、数字人文等领域的快速发

展,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驱动研究

视角、数据与方法的创新.美国哈佛大学米歇尔

(Michel)等利用谷歌数字化图书数据,定量研究了

文化组学(Culturomics)[１０].塞莎特———全球历史

数据银行(Seshat:GlobalHistoryDatabank)① 为研

究战争与和平、宗教问题、现代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

的文化根源等重大问题提供数据支持[１１],所研究的

成果发表在«自然»(Nature)、«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刊»(Proceedingsofthe NationalAcademyof
Sciences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PNAS)
等著名杂志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开放课程大纲项

目(TheOpenSyllabusProject,OSP)为图书馆学、
教育学等学科研究提供了新数据、新思路.笔者拟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数据时代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１７CTQ０４０)的研究成果之一.

孟祥保,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８６３５Ｇ１９７３,邮箱:mxb２０１７＠vip．１６３．com.

① 塞莎特(Seshat)是古埃及神话中的书写女神,是手稿和文书档案的保护神,其形象是一身披豹皮的妇女,头戴七角星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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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世界一流大学的课程推荐书目数据,为我国大

学图书馆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２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１)研究思路.教学大纲是高等教育系统化教

学运动的结果,其内容包括“课程描述、阅读材料、学
习活动、评分标准、学术诚信、教学日程等构成要

素”[１２],这种结构化文本是教学、学科史、图书馆学

等领域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１３].在图书情报学研

究领域,教学大纲中所引用或推荐的图书能够为人

文社会科学图书评价提供新思路、新数据[１４].例

如,教学 大 纲 中 数 据 能 够 为 图 书 馆 识 别 合 作 机

遇[１５],杰弗里(Jeffery)等通过对８所大学１２２６门课

程数据的挖掘分析来证明图书馆在教学中的价

值[１６].课程大纲中所推荐的教材、阅读材料、参考

文献构成了整个课程的知识基础,系统收集、组织和

深度分析这些数据则有利于促进阅读推广、信息素

养教育、文献资源建设和教学支持服务.
(２)开放课程大纲项目[１７].１９５０年,美国第３４

任总 统 艾 森 豪 威 尔 (DwightDavid Eisenhower,

１８９０—１９６９年)建立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美国大会项目(AmericanAssemblyProject),OSP
即为该机构成果.OSP旨在通过课程数据资源建

设探索与课程相关的教学、出版与思想史方面的知

识.OSP数据主要来自三个途径:抓取大学课程网

站数据,与各个大学签订协议获取教学档案数据以

及个人免费捐赠的教学大纲数据.目前,OSP已收

集了约１１０万门课程,其中８０－１００万门课程来自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过去１５年的教学课程

数据.OSP还开发了专门的数据浏览软件,可以通

过机构、学科、国家等字段浏览.自建立以来,OSP
产生了较大影响力,美国«时代周刊»(Time)、«自
然»(Nature)、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Library
Association,ALA)、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

都曾报道过.此外,OSP定义了教学分数(Teaching
Score)、教学频次(Counts)等指标,计量与评价教学

大纲.教学频次是指著作在教学大纲出现的次数,
在同一教学大纲中无论被推荐多少次,均计为１次.

２．２　分析方法

如图１所示,本研究分析的基本步骤与方法具

体是:(１)选择一流大学,根据«泰晤士报»２０１８年大

学排行榜[１８],选择世界排名前１００名的大学.(２)
通过“机构”字段在 OSP中分别检索前１００名大学

的推荐书目,并下载各大学教学频次１０次以上的书

目,共计３７９８种.数据采集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８月７—

１７日.(３)经过数据清洗和合并,最终选取５０所一

流大学所推荐的２５９２种著作.(４)将合并的数据按

照出现频次进行排序,以机构推荐次数作为测度指

标,构建研究数据集.(５)OSP数据较为简单,因此

将其与CALIS书目数据库、WebofScience的数据

进行比对,增补中国图书馆分类号、出版发行项、期
刊名称等元数据信息,为深入分析提供路径.

图１　数据处理过程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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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结果分析

３．１　著作分布概况

(１)机构分布.表１展示了５０所世界一流大学

教学大纲中所推荐的书目数量(教学频次≥１０),换
言之,是每所大学至少１０门课程所推荐的著作,其
中前三位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４９６种)、哈
佛大学(４００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３２６种),推
荐著作数量在５０种以上的大学概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５０所世界一流大学推荐书目数量(Counts≥１０)

序号 大学名称 国家
大学

排名

著作

数量

１
UniversityofTexasatAustin(德克

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美国 ４９ ４９６

２ HarvardUniversity(哈佛大学) 美国 ６ ４００

３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 １８ ３２６

４ NewYorkUniversity(纽约大学) 美国 ２７ ３１１

５ UniversityofOxford(牛津大学) 英国 １ ３０５

６
UniversityofColoradoBoulder(科罗

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
美国 １００ １６７

７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ＧSeattle

Campus(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
美国 ２５ １６０

８ Columbia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１４ １２４

９ UniversityofMichigan(密歇根大学) 美国 ２１ １２１

１０
MichiganStateUniversity(密歇根州

立大学)
美国 ８３ １２０

１１ EmoryUniversity(埃默里大学) 美国 ９８ １１９

１２
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澳大

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 ４８ １１１

１３
UniversityofWisconsinＧMadison(威

斯康辛麦迪逊大学)
美国 ４３ １０３

１４
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南

加利福尼亚大学)
美国 ６６ ９７

１５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美国 ６９ ８８

１６
LondonSchoolofEconomicsandPoＧ

liticalScienc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英国 ２５ ８１

１７ Princeton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 ７ ６０

１８
UniversityofCalifornia,San Diego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美国 ３１ ５１

１９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Hill(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堂

山分校)

美国 ５６ ５０

　　(２)文献类型.除图书外,所推荐的著作中学术

论文３８５篇,分布在１８３种期刊上,其中５篇以上的

期刊如表１所示.可以看出,所推荐论文主要来自

高影响力期刊,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和法

学顶级期刊,这些论文是各个学科发展中的经典理

论与方法,如«美国政治学评论»中的«比较政治学与

比较研究方法»[１９]一文.
表２　推荐篇数≥５的期刊

序号 期刊名 篇数

１ Th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经济展望杂志) ２７

２ 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美国经济评论) １５

３ Science(科学) １１

３ TheEconomicHistoryReview(经济史评论) １１

５ 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美国政治学评论) １０

６ ForeignAffairs(外交) ８

６ ForeignPolicy(外交政策) ８

６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国际组织) ８

６ SocialWork(社会工作) ８

６ WorldPolitics(世界政治) ８

１１ AmericanAnthropologist(美国人类学家) ７

１２ 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经济文献杂志) ６

１２ 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政治经济学杂志) ６

１２ Law &SocietyReview(法律与社会评论) ６

１２ 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公共行政评论) ６

１６ 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加利福尼亚管理评论) ５

３．２　高影响力著作

得到５所以上大学推荐的著作有８５种,换言

之,这８５种著作至少被５０门以上课程所推荐、引用

或参考.表３列出了推荐机构数１０以上的著作.
表３　高影响力著作(推荐机构数≥１０)

序号 著述
推荐

机构数

作者所

在国家

所属

学科

１
TheElementsofStyle(风格的

要素)
２１ 美国 语言学

２ Leviathan(利维坦) ２０ 英国
哲学

政治学

２ Republic(理想国) ２０ 古希腊 哲学

２
TheClashofCivilizations(文明

的冲突)
２０ 美国 政治学

５ Orientalism(东方学) １９ 美国 历史学

６
TheCommunist Manifesto(共

产党宣言)
１７ 德国 哲学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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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述
推荐

机构数

作者所

在国家

所属

学科

７ Frankenstein(弗兰肯斯坦) １５ 英国 文学

７ ThePrince(君主论) １５ 意大利 政治学

９ ATheoryofJustice(正义论) １４ 美国 政治学

９ OnLiberty(论自由) １４ 英国 政治学

９ TheIliad(伊利亚特) １４ 古希腊 文学

１２ Ethics(尼各马可伦理学) １３ 古希腊 哲学

１２
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Ｇ

olutions(科学革命的结构)
１３ 美国 哲学

１４ Antigone(安蒂冈妮) １２ 古希腊 文学

１４ TheOdyssey(奥德赛) １２ 古希腊 文学

１４ 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 １２ 英国 哲学

１７
DemocracyinAmerica(论美国

的民主)
１１ 法国 政治学

１７ Oedipus(俄狄浦斯王) １１ 古希腊 文学

１７ Power(权利) １１ 法国 哲学

１７ ThePolitics(政治学) １１ 古希腊 政治学

１７
TheTragedyoftheCommons
(公地的悲剧)

１１ 美国 经济学

２２ ParadiseLost(失乐园) １０ 英国 文学

上述８５种高影响力著作,从类型上看,图书８３
种,学术论文２篇,分别是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哈

丁(GarrettJamesHardin)的«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ofCommons),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科斯

(Ronald HarryCoase)的 «社 会 成 本 问 题»(The
ProblemofSocialCost).在空间范围上,作者所在

国家按照推荐数量由高到低依次是:美国３２种、英
国２３种、古希腊１４种、德国５种、法国５种、奥地利

２种、古罗马２种、加拿大１种、意大利１种.在时间

范围上,覆盖了西方古典时期、中世纪、近代、工业文

明和当代各个历史阶段.在学科内容上,８５种著作

以人文社会科学经典为主,主要是文学、哲学、政治、
法律和经济学,自然科学仅为７种.从内容上而言,
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１)人文社科原典是学生必读之作.一方面,原
典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渊薮、是一门学科得以发展的基

础.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和近代著作,如柏

拉图(Plato)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
«伦理学»、霍布斯(ThomasHobbes)的«利维坦»、托

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
马克思(KarlHeinrichMarx)的«资本论»«共产党

宣言»是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

的共同经典,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解读,历久弥

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学人.另一方面,各个学

科也有自身的必读经典,例如,在英语语言文学

领域,“英语诗歌之父”乔叟(GeoffreyChaucer)的
«坎特伯雷故事集»集中世纪英语文学之大成,开
创了英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２０],是学习与研究英

国文学的必读之作.
(２)经典教材是各个学科学生的必读著作.曼

昆(N．GregoryMankiw)的«微观经济学原理»、克鲁

格曼(PaulR．Krugman)的«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经

典教材,已经出至十几版.自然科学这一特点更为

明显,戴特尔的«C:如何编程»,斯图尔特的«微积

分»,«科学»杂志前主编布鲁斯艾伯茨(BruceAlＧ
berts)的«细胞分子生物学».

(３)经典论文也是各个学科学生的必读著作.
在社会学领域,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克格兰诺

维特(MarkGranovetter)１９７３年发表于«美国社会

学评论»(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的«弱连

接的优势»(TheStrengthofWeakTies)一文,奠定

了社会网络理论基础,在WebofScience 中被引次

数高达１３１２５次.哈丁１９６８年发表于«科学»的«公
地的悲剧»一文,在WebofScience被引次数也高达

１００３１次.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科斯(RonaldH．Coase)的«社会成本

问题»论文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４)学术规范是学生必修知识与技能.写作规

范方面,斯特伦克(William Strunk)的«风格的要

素»、杜拉宾的«芝加哥大学论文写作指南»、吉巴尔

迪(JosephGibaldi)的«MLA科研论文写作规范»是
英文写作、学术规范教育的必备之作.艾尔巴比

(EarlR．Babbie)的«社会研究方法»是学习社会科

学研究方法的基础著作.

３．３　高影响力作者

５０所一流大学所推荐的著作包括了２１７０位作

者,其中被５所以上大学所推荐的作者有１１７位,换
言之这些作者至少被５０门课程所提及.表４列出

了推荐机构数大于等于１４的高影响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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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高影响力作者(推荐机构数≥１４)

序号 作者
推荐

机构数
国家 代表作品

１ Plato(柏拉图) ６６ 古希腊 «对话录»«理想国»

２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 ４９ 古希腊 «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

３ KarlHeinrichMarx(卡尔马克思) ４０ 德国 «资本论»«共产党宣言»

４ WilliamShakespeare(威廉莎士比亚) ３９ 英国 «奥赛罗»«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５ Sophocles(索福克里斯) ３７ 古希腊 «俄狄浦斯王»

６ JohnStuartMill(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３５ 英国 «穆勒名学»«论自由»

７ Homer(荷马) ２９ 古希腊 «伊利亚特»«奥德赛»

８ SamuelP．Huntington(萨缪尔亨廷顿) ２８ 美国 «文明的冲突»

９ MichelFoucault(米歇尔福柯) ２３ 法国 «疯癫与文明»«性史»«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词与物»

１０ NiccolòMachiavelli(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２３ 意大利 «君主论»«论李维»«论战争艺术»«佛罗伦萨史»

１１ WilliamStrunk(威廉斯特伦克) ２１ 美国 «风格的要素»

１２ ThomasHobbes(托马斯霍布斯) ２０ 英国 «利维坦»«论政体»«论人»«论社会»

１２
EdwardWaefieSaid(爱德华沃第尔萨

义德)
２０

美国/

巴勒斯坦
«东方主义»«世界文本批评家»

１４ ToniMorrison(托妮莫里森) １９ 美国 «最蓝的眼睛»«苏拉»«所罗门之歌»«柏油孩子»

１５ JohnRawls(约翰罗尔斯) １８ 美国 «正义论»

１６ ImmanuelKant(伊曼努尔康德) １６ 德国 «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

１６ JohnLocke(约翰洛克) １６ 英国 «论宽容»«政府论»«人类理解论»

１６ Jean－JacquesRousseau(让－雅克卢梭) １６ 法国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

１９ MaryWollstonecraftShelley(玛丽雪莱) １５ 英国 «弗兰肯斯坦»«最后一个人»«永生者»

２０ SigmundFreu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１４ 奥地利 «梦的解析»«超越唯乐原则»

２０ KateL．Turabian(凯特L杜拉宾) １４ 美国 «芝加哥大学论文写作指南»

　　１１７位作者国家分布如下:美国５８位,英国２６
位,古希腊９位,法国８位,德国６位,古罗马、加拿

大和意大利各２位,奥地利、丹麦与匈牙利各１位,
此外还有１位团体作者是世界银行.上述作者群体

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特征:
(１)西方文明不同历史时期的杰出人才.古希

腊古罗马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

(Thucydides),中 世 纪 时 期 的 乔 叟 (Geoffrey
Chaucer)等,近现代的莎士比亚、康德、卢梭、霍布

斯、达尔文 (CharlesDarwin)、马克  吐温 (Mark
Twain)、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福柯、罗尔

斯、加缪(AlbertCamus)、保罗克鲁格曼等.
(２)各学科领域的杰出思想家及里程碑式人物.

哲学方面的亚里士多德、尼采、康德、海德格尔等,文
学领域的莎士比亚、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菲兹杰拉德(FrancisScottFitzgerald)、海明威,社

会学奠基人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涂尔干

(ÉmileDurkheim)、福柯等.
(３)专业领域重要奖项的获得者.诺贝尔文学

家获得者艾略特(ThomasStearnsEliot)、海明威、
福克纳(WilliamFaulkner)、加缪等,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ThomasC．Schelling)、斯
蒂格利茨(JosephEugeneStiglitz)、克鲁格曼等,诺
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马丁路德金、基辛格,普利策

奖获得者贝蒂弗里丹等,此外还有雨果奖(Hugo
Awards)、星云奖(NebulaAward)获得者.

(４)经典教材的编写者.如«芝加哥大学论文写

作指南»作者杜拉宾、«物理学»作者詹姆斯沃克

(JamesS．Walker)、«C程序设计经典教程»作者迪

特尔(HarveyM．Deite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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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主要结论

综上所述,世界一流大学学生的阅读特征如下:
(１)越是一流的大学,越是重视经典阅读.大学

的基本使命是管理知识、传播知识、运用知识、创造

知识[２１].诚如康奈尔大学使命所陈述:“发现,保存

和传播知识,教育下一代全球公民,并在康奈尔社区

内外推广广泛的求索文化.”[２２]大学通过课程教学、
阅读推广、导读等方式向学生传播人类所有的文化

精华知识.经典承载着 “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

教”[２３],在经典的阅读体验过程中,在课程教与学的

交互中,在生活的顿悟与体验中,构成了一个丰富的

阅读景观,从而创造知识与发现自我.
(２)读经典、读前沿、读方法[２４].经典涵盖了哲

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名著,在阅读与

学习经典过程中,逐步培养起学生的基本人文素养

与科学精神.经典类型不仅包括学术专著,还包括

教材、学术论文等,这些构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课程阅

读材料的基本类型.值得注意的是,经典教材是一

门课程逻辑展开的基础和知识传播的载体,生生不

息地影响一代又一代学人,一部经典教材是一段生

动的知识发展史,也是一段出版史与翻译史,更是一

部文化史,其背后故事足以成为一门课程.斯蒂

芬罗斯«公司理财»已出版至第１１版,长达３０年,
更有学者珍藏了该书的所有中文版本[２５].论文阅

读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前沿,经典学术论文是一门

学科得以形成或是重要发展阶段的里程碑,阅读学

术论文有利于训练学生学术阅读能力,准确理解作

者思想.研究方法、写作教程与学术规范方面的阅

读有利于培养学生学术素养.
(３)阅读范围覆盖了西方文明史上优秀作者及

其经典著作.上述分析表明,这些经典著作代表了

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文化成果、优秀作者.人

文社科经典历久弥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自然科

学的著作主要以近代和现代的学科奠基之作或经典

教材为主,反映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学科知

识演进的较大差异.
(４)重视通识教育与学科基础的训练.人文社

会科学经典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石,具有共通性,如
«理想国»是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学、法学的必读经

典.阅读此类著作可以培养学生的基本人文与科学

素养.而每一门学科也都拥有自己的经典,例如,学

习英美文学,莎士比亚的著作是绕不开的经典,因为

莎士比亚是西方文学经典的中心[２６].而经济学、心
理学和理工学科的经典教材与论文是一门学科的必

读书目,这类著述的阅读是掌握学科基础知识与规

范的必要途径.

４．２　实践建议

(１)阅读推广应回归经典[２７],阅读经典对于传

承优秀 文 化、提 高 学 生 素 质 具 有 无 法 替 代 的 作

用[２８].大学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保存与传播机

构,应重视经典著作的推介与导读,可以借助以下方

式促进经典的推广:一是创造阅读经典的氛围,通过

世界读书日、名家讲座等活动营造良好的阅读经典

的氛围.二是重视经典推荐书目的编制工作,推荐

书目是“为指导读者读书治学或普及文化科学知识,
选择适合特定读者群所需要的书籍而编制的一种目

录[２９]”.我国历来重视推荐书目编制工作,如,张之

洞、缪荃孙编制的«书目答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

表»,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都起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２０１８年,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向

各年级学生推荐了“一百本经典”,帮助学生培养科

学精神与人文素养[３０].在新媒体时代,推荐书目工

作仍然具有积极的教育价值与社会意义,可通过学

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推介经典著作.三是针对不同学

科还应编制相应的专科书目,与学科服务、教学支持

服务深度融合,为不同专业推荐经典性的学术著作、
教材、学术论文、学术视频等.四是创新书目推荐方

式,如通过微信平台[３１]、学术社交网络等推荐.四

是倡导深阅读,“在电子阅读大行其道并占据主导地

位的同时,如何在广大读者身上保留沉浸式阅读的

习性”[３２]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而经典更宜

深读细读.
(２)以经典促进本科教育.一是文献资源建设

应重视中外经典学术专著、经典教材的采访与组织,
建立符合学科发展需求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为教

与学提供支持.同时,重视复合馆藏建设,“学术图

书馆应将印刷和电子书视为互补,不可互换,并致力

于维护支持各种学习和研究风格的混合馆藏”[３３],
经典学术专著与教材在载体形式、版本、语种等方面

应求全,纸本图书适宜深阅读,电子图书便于学生借

阅,英文原版图书则有助于教学,多版本图书可服务

于学术研究.二是开展面向教学的专门课程服务,
设立课程馆员岗位,为具体课程提供相关的阅读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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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技术工具、空间资源等[３４],将经典推介嵌入本科

教学之中.
(３)重视数据开放与跨界共享,OSP项目是数

据共享与数据驱动创新的典范,在课程教学、阅读推

广、数字人文、替代计量学、文献资源建设等方面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数据驱动创新成为图书馆发展

的新领域,例如,图书馆可将书目数据、读者数据等

与学校其他部门的课程数据、学术活动数据等相互

关联与共享,这对于精准识别用户需求、发掘服务创

新点、推广服务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５　结语

一流大学离不开一流图书馆,一流图书馆离不

开一流馆藏与服务.阅读推广是一流本科教育、校
园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开

放课程大纲大数据的挖掘分析,初步梳理了世界一

流大学课程的推荐书目及其特征,对于我国大学图

书馆阅读推广、文献资源建设、开放数据创新应用与

服务等都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但是,研究过程中

也存在诸多不足,例如,数据来源不够完整,数据质

量也不尽人意,未能覆盖全部一流大学的课程大纲

数据,缺少中国等非英语国家数据.检索功能上,学
科分类、时间、国家地区等也不够完善[３５].在未来

研究中,随着 OSP项目的不断完善以及数据质量的

提高,在跨地区跨机构阅读状况比较、阅读生态的时

代变迁、课程建设与图书馆互动关系、教材评价等方

面可以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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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ClassicsAreFirstClassUniversityStudentsReading?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BigDataofMillionOpenSyllabus

MengXiangbao

Abstract:Maintaininganddisseminatingknowledgeisthemissionofacademiclibraries．ClassicpromoＧ
tionandreadingareoneoftheimportantways．BasedonbigdataofOpenSyllabusProject,thepaperreＧ
trievesandanalyzesthedistributionfeaturesofclassicworksrecommendedbythesyllabusin５０firstclass
universities．Itdescribesandanalyzes８５topwritingsand１１７topauthors．Theresultsshowthatfirstclass
universitypaysgreatimportancetoclassicreadingbycoveringexcellentauthorsandtheirclassicworkin
thehistoryofwesterncivilizationandpayingsignificantattentiontocomprehensiveeducationandprofesＧ
sionalclassicsreading．Therefore,itgivessomeconstructivesuggestionsforacademiclibrariesinChina,
whichincludes returning od reading promotion to classics,embedding servicesin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andsharingoflibrarydataopenlyandcrossＧboundary．

Keywords:RecommendedBibliography;Syllabus;UndergraduateEducationSupport;OpenData;
ReadingPromotion;AcademicLibrary



封面照片简介: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
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由原长沙交通学院图书馆、长沙电力学院图书馆于２００３年合并组建而成.２００７年

８月,云塘校区图书馆落成启用.形成了由云塘校区图书馆、金盆岭校区图书馆和各院部资料室共为一体的

服务格局.
图书馆总建筑面积６．０６万平方米,阅览座位７５１９个.截止到２０１９年底,馆藏(印本)文献３４６．８８万余册,

电子图书８１．２６万册,中外文数据库６３个;文献资源以理工学科为主,兼及人文社科管理艺术学科;建立了知识

机构库;自建的硕博论文数据库已收录论文１０７１９篇.目前,图书馆提供全开架借阅、网上预约与续借、馆际互

借、文献传递、重点学科导航、定题跟踪、网上咨询、读者培训、信息素养教育、代查代检、科技查新、ESI学科分

析、学科竞争力分析、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等形式多样的服务项目.每周开馆时间累计达１１０小时.新设朗读室、
新媒体体验室、学习研讨空间等多种学习场所.凸显了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功能.

近年来学校投入１０００余万元完成了智慧图书馆一期工程建设,建成综合信息交互系统、数字资源分析

及运行监测平台和云服务平台,创建云桌面,采用云计算、微服务架构、纸电数统一的管理、具备更为强大的

整合与分析功能,以及开放融合的数据链接.实现了业务及办公管理、书刊集成管理、数字资源服务三位一

体统一管理、高效服务的现代化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模式.图书馆具有教育部科技查新和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电力科技查新资质.查新业务以湖南省为主,遍及全国湖北、上海等１９个省、市.是教育部CALIS、CASHL
的成员馆,湖南省高校数字图书馆、湖南省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湖南省文化资源共享工程等的核

心成员单位;是全国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联盟成员单位.
图书馆牢固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努力提升读者“求知而来,载知而去”的满意度,在为学生

成长成才、为学校“双一流”建设、为驱动社会创新发展三个方向加快转型步伐,朝着文明、有序、高效、法治的

高水平大学图书馆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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