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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硕士
研究生文献阅读行为研究

□付立宏∗　张楠

　　摘要　选取国内２５所高校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硕士研究生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
针对其阅读动机与目的、阅读时间、数量与满意度、文献阅读内容、文献获取途径和阅读载体、文

献选择倾向、文献阅读过程、文献阅读计划等展开全面调研,揭示了高校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

科硕士研究生的阅读特点与规律,并从阅读计划、文献获取能力、阅读载体、文献阅读量、阅读方

法、阅读目的等角度提出了改善其文献阅读行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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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全民阅读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硕士研究生(以
下简称“硕士生”)阅读文献是其中的一个分支领域.
至今国内外针对硕士生文献阅读的学术研究成果并

不丰硕.
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涉及阅读技巧、阅

读能力、阅读认知、阅读习惯等方面,如霍普(Hoppe
MR)对硕士生阅读技巧的研究[１];柯林斯(Collins
KMT)等对非裔美国硕士生阅读能力的研究[２];沃
尔(WohlHF)等对硕士生阅读理解能力的研究[３];
巴娄(BanouC)等对爱奥尼亚大学硕士生阅读行为

模式的研究[４];阿尔盖(AlghailAAA)等对马来西

亚公立大学外国硕士生学术阅读困难问题的探

讨[５];贝尔(BellJ)对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泰国硕士生

阅读习惯的研究[６].国内研究成果在知网上可查到

２００多篇文献,主要涵盖阅读倾向、阅读技巧、阅读

特点、阅读能力培养、英语阅读、经典阅读、新媒体阅

读等主题,但绝大部分研究都是纯理论研究,涉及实

证研究的仅有１０多篇文献.
总的来看,国内外对硕士生文献阅读的研究触

角较广,但偏重于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不仅数量少,
而且大多以学校或学科门类(如工学、理学、医学等)
为调研范围,罕见针对一级学科硕士生文献阅读的

实证研究,更没有专门针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

科硕士生(以下简称“图情档硕士生”)文献阅读行为

的实证研究.因此,本项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

现实意义.

２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旨在了解图情档硕士生

文献阅读行为的现况.问卷发放对象为部分“９８５
工程”高校、“２１１工程”高校和其他高校的图情档硕

士生.样本高校的选取和问卷填写基于以下原则:
(１)“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程”与其他高校都应有硕士生

参加调查,但以“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程”为主,一是因

为图情档硕士点主要分布在上述高校,二是因为这

类学校的图情档硕士生文献阅读状况更有说服力;
(２)既追求样本高校的地域分布均衡,又兼顾作者的

调研条件和调查的可行性;(３)为便于数据的统计分

析,接受调查的图情档硕士生都在问卷星上完成问

卷的填写.
调研选取了１０所“９８５工程”高校:北京大学、

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大

学、吉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

１０所“２１１工程”高校:郑州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安
徽大学、上海大学、河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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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云南大学;５所普

通高校:黑龙江大学、河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西

大学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通过问卷星平台设

计并发放问卷,通过老师、同学或朋友动员相关高校

的图情档硕士生参与问卷填写,共回收问卷６０３份,
其中有效问卷５０７份.参与调查的男性硕士生占比

２０１２％,女性硕士生占比７９８８％;参与调查的一、
二、三年级硕士生占比分别为４２０１％、４５５６％、

１２４３％.　

３　数据分析

３１　阅读动机与目的

我们从５个方面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

的文献阅读动机与目的进行调研,根据李克特量表

均值范围划分强度等级.“应对考试和作业”和“撰
写论文需要”的强度等级均是４３１,很强;其后依次

是“职业发展准备”(３６７,较强)、“导师任务安排”
(３４２,中等)、“个人兴趣爱好”(３２２,较弱).可见,
该学科硕士生阅读文献的首要动机和目的是完成必

需的学业任务,少有人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去阅读文

献,其功利化色彩十分明显.

３２　阅读时间、数量与满意度

３２１　阅读时间

调查表明,近８０％的硕士生每天的阅读时间不

固定,比较随意;２０％的硕士生的阅读时间比较稳

定,会规划、利用整片的时间进行文献阅读.可见,
图情档硕士生阅读文献的时间较为零散化和碎片

化,阅读的随意性和无计划性比较突出.如果阅读

时间过于分散,硕士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就很难深入

思考,断断续续的阅读无疑会大大降低阅读效果,长
此以往,很容易养成“浅阅读”的习惯.

我们以“日”为单位,对其阅读时间长短进一步

分析.阅读文献时间在１小时以下的占４１４％,

１－２小时的占３１９５％,２－３小时的占４７３４％,

３－４小 时 的 占 １３０２％,而 ４ 小 时 以 上 的 仅 有

３５５％.这表明,我国图情档硕士生每天花费在文

献阅读上的时间大都在２小时左右.
此外,年级与阅读时间的交叉分析显示,各年级

学生每天的阅读时间也不相同.２－３小时的阅读

时间在各年级中均占据最高比例.笔者以２小时为

界限,对各年级阅读时间进行分段研究,一、二、三年

级学生阅读时间在２小时以上的分别占７３２４％、

５５８５％、６１９１％.可见,各年级大多数硕士生每天

阅读时间都在２小时以上,但高年级硕士生的阅读

时间明显低于低年级硕士生,这可能与高年级硕士

生参加社会实践和找工作费时较多有关.

３２２　阅读数量

８０％以上的硕士生平均每学期的图书阅读量在

２本 以 下,３ 本 及 以 上 的 学 生 屈 指 可 数,仅 有

１３０２％;近５０％的硕士生表示平均每月的论文阅

读量不到２篇,３３７３％的硕士生表示其阅读量大致

为３篇,能够保持４篇及以上阅读量的硕士生仅占

本学科受调查人数的１５９８％.由此可见,图情档

硕士生的阅读量参差不齐,绝大多数人阅读量明显

不足,阅读量总体处于较低水平.这样的结果不尽

人意,这与当前的移动智能环境和该学科硕士生自

身的阅读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调查还发现,对所

学专业缺乏兴趣是导致本学科硕士生文献阅读量较

少的重要原因.
为了解在读年级对阅读数量是否有影响,笔者

做了交叉分析.不同年级的阅读量既表现出某些共

性,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不同年级硕士生的

图书阅读量大都保持在１－２本,其中二年级硕士生

阅读量在该区间的比例高达８４４１％,居三个年级

之首;对阅读数量在３本及以上的调查数据显示,二
年级硕士生所占比例最低,仅有５１９％,而一、三年

级硕士生分别占比２１１３％、１４２８％,都远远高于

二年级硕士生.同时,绝大多数硕士生每月论文阅

读量集中在２－３篇,占比均超过５０％,其中二、三
年级硕士生阅读量７０％左右位于此区间,这与二、
三年级硕士生需撰写科研论文和学位论文等有关.
其中,４篇及以上的数据显示,二年级硕士生的比例

依旧最低,与图书阅读量所呈现出的数据特征基本

一致.此外,７０４％的一年级硕士生表示每月论文

阅读量在１篇以下,几乎为零阅读.这从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部分新入校的硕士生在相对宽松自由的生

活环境中,方向不明确,缺乏自主阅读意识.
此外,性别对阅读量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笔者

以性别为自变量,以阅读时间、图书阅读量、论文阅

读量为因变量对其进行了交叉分析.结果表明,无
论是阅读时间,还是阅读图书、论文的数量,同一数

量级别上男女生差别不大.

３２３　阅读量满意度

调查显示,仅９４７％的硕士生对自己的文献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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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量表示满意,２３７％的硕士生表示非常满意,而表

示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硕士生高达５３８５％.通

过均值分析,该满意度均值仅为２４７,强度等级处

于“很弱”(见表１).可见,该学科绝大多数硕士生

认为自己的阅读量是不够的.
表１　文献阅读量满意度

选项 分值 频次 百分比 均值

非常不满意 １ ６６ １３０２％
不满意 ２ ２０７ ４０８３％
一般 ３ １７４ ３４３２％ ２４７
满意 ４ ４８ ９４７％

非常满意 ５ １２ ２３７％

３３　文献阅读内容

为进一步了解图情档硕士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

具体情况,笔者做了专项调研.此次调研通过问卷

星、微信等方式进行,共回收有效问卷２２９份,问卷

样本结构如表２所示.
表２　问卷样本结构(N＝２２９)

结构项目 类别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生 ５１ ２２２７％

女生 １７８ ７７７３％

高校类别

９８５工程 １０６ ４６２９％

２１１工程 ８８ ３８４３％

普通高校 ３５ １５２８％

专业

图书馆学 ５３ ２３１４％

情报学 １１０ ４８０３％

档案学 ６６ ２８８２％

３３１　专业文献阅读的基本情况

调查显示,各有９８２５％和９７３８％的硕士生表

示阅读过本专业的论文和图书;每学期阅读量为

１－３本的硕士生占被调查者的６５０７％,４－６本的

占２１８３％,７本 以 上 的 仅 有１０％左 右,同 时 有

３０６％的被调查者表示阅读量为０本.可见,将近

三分之二的图情档硕士生每学期的专业图书阅读量

在３本以下,整体阅读量偏低.关于阅读本专业文

献的目的,８８６５％的硕士生是为了完成课程作业,

７７２９％是为了完成导师分配的任务,仅有３６２４％
的被调查者表示是自己兴趣驱使.不难看出,该学

科硕士生在专业文献阅读上较为被动,这也是造成

阅读量偏低的原因之一.

为了解该学科导师对硕士生专业文献阅读的影

响,笔者就“您的导师是否给您开列过专业阅读书

目”以及“您的导师是否检查您的专业文献阅读进

展”做了调查.结果显示,选择“是”的硕士生分别占

被调研人数的４９７８％和３８８６％.可见,在硕士生

的专业文献阅读方面,导师的参与度相对较低.对

于自律性较差的学生来说,导师适当的引导更有利

于其阅读质量的提升.
至于是否阅读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图书馆学

情报学»或«档案学»专辑,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

学硕士生阅读过相关专辑的占比分别为２４５３％、

３２７３％、５４５５％.上述两种专辑转载了图情档领

域的学术成果精华,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硕士生大

都不够重视,只有大部分档案学硕士生认识到了其

价值.此外,只有３５８１％的硕士生表示所在专业

开设过专业文献阅读课.

３３２　专业文献阅读所涉及的知名学者

参考曾建勋主编的«中国高被引指数分析»(科
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周春雷等学者发表

的«国内图情学者历时h指数研究»(«图书情报工

作»２０１７年第１９期)以及«档案学通讯»杂志社编辑

的«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领域

各选取５位知名学者,共计１５位学者,即彭斐章、吴
慰慈、黄宗忠、王余光、王子舟、马费成、胡昌平、邱均

平、王知津、苏新宁、吴宝康、李财富、陈永生、何嘉

荪、胡鸿杰作为选项,以“您阅读过下列哪些学者的

作品”为题进行了调查,进而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

交叉分析,各专业硕士生选择比例排名前六位的学

者如图１－３所示.
图书馆学硕士生阅读过马费成等知名学者作品

的人数相对较多,这些学者按作品被阅人次降序排

列依次是马费成、吴慰慈、邱均平、王子舟、彭斐章、
黄宗忠.可见,图书馆学硕士生的专业阅读触角并

不局限于本学科领域,而是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并重.

图１　知名学者被图书馆学硕士生阅读过作品的比例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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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硕士生的专业文献阅读所涉知名学者按

作品被阅人次降序排列依次是马费成、邱均平、吴慰

慈、胡昌平、王知津、苏新宁.显然,情报学硕士生的

专业文献阅读以本学科领域的学者为主.
档案学硕士生的专业文献阅读所涉知名学者按

作品被阅人次降序排列依次是马费成、胡鸿杰、吴宝

康、陈永生、何嘉荪、李财富六位学者.显然,档案学

硕士生的专业文献阅读以本学科学者为主,但也非

常重视情报学大家的作品.

图２　知名学者被情报学硕士生阅读过作品的比例

图３　知名学者被档案学硕士生阅读过作品的比例

３３３　专业文献阅读所涉及的重要作品

为了解图情档硕士生对专业图书的阅读情况,
仍然依据曾建勋、周春雷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档案

学经典著作»丛书,选取图情档学科领域的１５本重

要著作进行调查,排名前六位的著作如图４－６
所示.

图书馆学硕士生所阅读的专业图书按降序排

列,并列居首的是«信息管理学基础»和«图书馆学概

论»,仅靠其后的依次是«图书馆学导论»«文献计量

学»«图书馆学基础教程»和«信息资源管理导论».
图书馆学硕士生在专业文献阅读中,图书馆学和情

报学并重的特点仍然十分明显,这再一次印证了图

书馆学和情报学难舍难分的命题.

图４　专业名著被图书馆学硕士生选读比例

情报学硕士生所阅读的专业图书按降序排列,
依次是«信息管理学基础»«文献计量学»«信息资源

管理导论»«图书馆学概论»«现代情报学理论»和«图
书馆学导论».这一结果与按学者所做的调查结论

吻合.

图５　专业名著被情报学硕士生选读的比例

档案学硕士生所阅读的专业图书按降序排列,
依次是«信息管理学基础»«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
«档 案 学 的 理 论 与 历 史 初 探»«文 件 运 动 规 律 研

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学论

衡»和«信息资源管理导论».这一结果与按学者所

做的调查结论一致.

图６　专业名著被档案学硕士生选读的比例

３４　文献获取途径和阅读载体

３４１　文献获取途径

对图情档硕士生文献获取方式的调研数据均值

分析表明(见图７),“检索图书馆数据库”和“网络搜

索”两种方式的强度值分别占据第一、二位,强度等

级均表现为“很强”,“向图书馆或他人借阅”处于“较
强”等级,而“自行购买”这一方式的强度等级为“很
弱”.可见,绝大部分硕士生首选从图书馆等外部来

源免费获取文献资料.如果硕士生就读的单位图书

馆文献资源丰富,则问题不大;反之,则难以满足硕

士生的文献信息需求.因为从网上搜索的资料往往

很零乱,常常残缺不全,图书馆仍是满足硕士生文献

信息需求的支柱.

３４２　阅读载体

调查显示,“电子阅读”的强度值为４０４,强度

等级为很强;而“纸质阅读”的强度值为３４０,处于

中等强度.可见,图情档硕士生在阅读文献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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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常用的是电子载体.毋庸置疑,随着电子产品

的普及,手机、iPad、电脑、kindle等已成为硕士生的

必备工具,电子文本也以其资源丰富、阅读方便的优

势逐渐成为硕士生阅读的主要载体.如今,越来越

多的硕士生对电子产品有着强烈的依赖感.电子产

品在带给他们方便的同时,也给传统的阅读方式带

来了冲击.但是,纸质阅读更易使人集中精力,且便

于标记,阅读质量较高;而电子阅读往往使人处于

“浅阅读”的状态,阅读过程中易受各种电子信息的

干扰,从而导致硕士生将更多的时间浪费在学习之

外的信息浏览上.

图７　文献获取途径均值分析

３５　文献选择倾向

为了解图情档学科硕士生文献选取的基本倾

向,就文献类型选择倾向、文献语种选择倾向与期刊

选择倾向分别进行了调查.
就文献类型选择倾向而言,期刊的强度值为

４１５,强度等级为“很强”;学位论文的强度值为

３９２,均值强度也达到了“很强”的等级;均值相对较

低的为“基础理论书籍”.可见,图情档硕士生在文

献类型的选择上,以期刊杂志和学位论文为主,在基

础理论知识学习方面花费的时间相对较少.可能是

因为阅读基础理论书籍费时较多,因此许多硕士生

不感兴趣.但是,如果要夯实自己的专业理论功底,
基础理论书籍的阅读绝对是一个绕不过的坎.

就文献语种选择而言,中文与外文的强度值分

别为４２８和３１３,两者在强度等级上处于“很强”
与“很弱”两个极端.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外语水平

制约着许多硕士生的外文文献阅读.不可否认,图
情档学科硕士生的外文原版文献阅读整体水平不

高,只有加大外文文献阅读方面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才能扭转这一局面.

就期刊选择倾向而言,８０％以上的硕士生表示

会优先选择核心期刊进行阅读,这与核心期刊载文

质量较高呈正相关.

３６　文献阅读计划

调查表明,没有制定阅读计划的图情档硕士生

占被调查人数的５０９２％;制定阅读计划并能按计

划执行的仅占１１８４％;剩余的３７８７％表示,虽然

制定了阅读计划但未能很好地执行.可见,绝大部

分图情档硕士生在文献阅读方面带有盲目性和随机

性,缺乏系统阅读,不利于完整地构建自己的知识

体系.

３７　文献阅读过程

３７１　阅读方法

阅读方法有很多种,合适的阅读方法,能够起到

事半功倍的作用.调研发现,６２９２％的图情档硕士

生会根据文献资料的重要程度决定采用什么样的阅

读方法;１９７２％的硕士生表示不会对文献资料进行

区分 阅 读,只 根 据 自 己 的 习 惯 进 行 快 速 浏 览;

１７３６％的硕士生对所有的文献资料都精读.显然,
第一种类型的硕士生采用的阅读方法更可取一些.

３７２　阅读习惯

好的阅读习惯能够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从而

产生最佳的阅读效果.为此,就图情档硕士生阅读

过程中做标记、记笔记、阅读思考、阅读交流等行为

进行了调查.
调查显示,在做记录方面,半数硕士生表示在阅

读过程中经常会留下标记,偶尔做标记和从不做标

记的人数分别占３０７７％和１８３４％;在做阅读笔记

方面,仅有１８９３％的硕士生表示会经常做阅读笔

记,而表示从不做阅读笔记的硕士生高达４４３８％,
剩余３６６９％的硕士生表示偶尔会做.懒于动笔无

疑会影响阅读效果.
在阅读思考方面,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硕士生

表示在阅读过程中会经常对其内容进行思考,偶尔

会思考和从不加以思考的分别占总人数的５３２５％
和１７１６％.原因在于,目前硕士生进行文献阅读

的动机大多是为了完成论文,因此,在阅读过程中较

少有人关注作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路与方法,更多的是对其“模仿”“参考”.此外,图情

档硕士生在遇到阅读困难时的解决方法分为以下几

种:(１)寻求网络解答;(２)与同学、朋友交流;(３)查
阅其他文献;(４)向导师请教;(５)置之不理.上述五

种解决方式的强度值依次为４１４、４、３８、３６３、

３３５.可见,本学科相当一部分硕士生在阅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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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善于独立思考,期望天上掉馅饼,对网络的依赖

性较大,不习惯向导师请教,更倾向于自己动手去寻

找答案.遇到困难“置之不理”的强度值虽然处于较

弱等级,但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它会消解阅读

的效果,应予杜绝.
在阅读交流方面,经常与他人进行阅读交流的

硕士生仅占调查人数的１４２０％,高达７３９７％的硕

士生表示从来不会就阅读内容与他人探讨,剩余

１１８３％的硕士生则表示会偶尔与同学、朋友等进行

交流探讨.可见,该学科绝大多数硕士生缺乏与老

师、同学或他人的交流与探讨,“封闭式”学习倾向十

分明显.

３８　文献阅读行为的特点

综上,笔者认为图情档硕士生的文献阅读行为

具有以下特点:
(１)阅读功利化倾向明显.在阅读动因的调查

中发现,学业任务和考试的需求最为突出,其中包括

课程论文、课程考试、论文发表、科研课题、毕业论文

的完成等.由此可见,图情档硕士生文献阅读行为

缺乏内在的学术源动力的支撑,表现出十分明显的

实用型需求.
(２)文献阅读出现省力倾向.在文献的选择上,

该学科硕士生的行为表现总体上与阅读动机、需求

期望是相适应的.为了完成论文,硕士生更倾向于

选择阅读相关的学位论文和期刊杂志资料,基础理

论书籍相对较受冷落;在阅读方式方面,绝大多数硕

士生倾向于选择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的电子阅读

方式.
(３)文献阅读量较小.阅读量在硕士生的学习

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足够的阅读量和广泛

的知识积累,硕士生的学术能力就很难提高.当前

图情档硕士生的文献阅读时间和阅读数量整体偏

低,尤其是对专业文献的阅读.
(４)专业经典文献阅读率低.硕士生的学习离

不开对专业经典文献的研读,对于图情档学科硕士

生来说,其对经典文献的阅读必不可少.然而调查

显示,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个专业的被调查

者均表现出专业经典文献阅读率低的状况,令人

担忧.
(５)阅读行为较随意.较长的阅读时间和固定

的学习计划,能够为阅读带来数量上和质量上的保

证.长时间处于不连贯的学习状态,断续、随意的阅

读,不利于新知识的吸收和积累,阅读效果也会大打

折扣.
(６)“浅阅读”现象突出.在文献阅读过程中懒

于做笔记、懒于思考,甚至连简单的标记都不愿意

做,有这些行为的硕士生不在少数.浅阅读对于看

小说、新闻等文献资料来说,也许是合适的,但对于

专业文献的阅读而言,则不可取.如果阅读太快、太
浮躁,怎么可能深刻领会作者的观点和思想? 怎么

可能受到作者的启发而产生自己的真知灼见?

４　改善图情档硕士生文献阅读行为的建议

提升阅读素养、规范阅读行为是提高硕士生培

养质量的重要保证.针对图情档学科硕士生文献阅

读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４１　制定切实可行的阅读计划

图情档学科硕士生应深知文献阅读积累的重要

性以及其对自身学习的价值所在,适时制定明确、详
细、可行的阅读计划以及具体的实施步骤,从而帮助

自己高质量、高效率地进行阅读,积累更多的知识,
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图情档学科硕士生应从课程

安排、学习需要、科研课题、个人能力等方面入手,根
据不同的需求制定并不断调整阅读计划.例如,当
有论文需要完成时,硕士生可以根据论文需要制定

相关的阅读计划,此计划一般围绕论文主题制定阅

读“明细”,时间跨度较为短暂,一般在论文筹备阶段

完成.此外,硕士生还要针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制定

长期的阅读计划,规划自己每天、每周、每月、每学期

的阅读量,并督促自己保质保量完成.在阅读书目

方面,硕士生要本着“博而精”的原则,不但要把握相

关研究的广度、深度以及热点问题,也要广泛涉猎专

业之外的知识,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

４２　提升文献获取能力

文献获取是文献阅读的第一步,获取文献的全

面、准确程度关系到信息需求的满足程度.在选取

文献时,可以根据所需文献主题进行检索,然后通过

文献的摘要和参考文献来筛选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的部分文献.此外,检索能力和外语水平对文献获

取的广度和深度举足轻重.图情档院系可开设针对

性较强的信息检索课程,使硕士生掌握如何利用学

校的数字资源、如何使用搜索引擎、如何通过开放性

可获取资源去搜集和筛选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硕士

生也可通过自学掌握更多实用的检索技能,帮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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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更好地捕捉、判断和利用信息资源.另外,学术研

究往往需要全面把握国内外的前沿成果,对于国际

性文献资料,一味地依赖翻译软件往往无法准确获

取其中的信息,因此,硕士生需要努力提升外语水

平,要将外语学习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４３　灵活选择阅读载体

调研发现,图情档硕士生选择电子文本的均值

明显高于纸质文本,这表明电子文本是该学科硕士

生更为青睐的阅读载体.其实,对于这两种阅读载

体而言,各有千秋,但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实现优势

互补.硕士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将二者进行合理

分工,尽可能利用其优势来帮助自己享受最好的阅

读体验,达到最好的阅读效果.例如,在阅读一些经

典著作或者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时,可以选用便于

“深阅读”的纸质文本;在需要获取、把握最新、最全

的专业前沿动态和研究热点时,可以选择相对便捷

省力的电子文本.

４４　扩大文献阅读量

对于图情档学科硕士生来说,注重文献阅读是

其积累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那么,该如何排除各

种障碍,保障该学科硕士生的文献阅读量呢?
(１)加强导师的阅读引导.多数高校的硕士生

课程主要集中在一年级,二、三年级课程较少,课余

时间较为充裕.导师的引导和督促是保障硕士生文

献阅读量的有效方法.导师应主动与硕士生沟通,
为其开具阅读书目,布置阅读任务,同时,还要对其

阅读情况进行“跟踪”,定期检查学生的阅读情况.
这对于自律性较差的硕士生来说,无疑是一种行之

有效的方法.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硕士生的偷懒行

为,也能够增强硕士生与导师的沟通与交流,及时解

决硕士生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更有利于

文献阅读达成保质保量的效果.
(２)合理安排课余时间.对于课余可以利用的

整片时间,硕士生可以研读一些经典著作或者是比

较重要的论文,因为连续的时间更有利于学习和思

考.对于平时的一些零碎时间,硕士生可以回顾一

下近期的文献阅读情况,或者广泛地阅读一些专业

期刊,以便及时掌握学术动态.
(３)加强专业经典文献阅读.在专业文献阅读

方面,应注重对本学科领域内知名学者(如马费成、
吴慰慈、邱均平、王余光、王子舟、胡鸿杰、吴宝康等)
的著作以及最新作品的研读,不但要追踪前沿,更要

兼顾经典,从而夯实自己的专业功底.同时,院系或

研究生会应定期组织硕士生交流专业文献阅读体

会,做到知识共享、共同进步.
(４)尝试开设文献研读课.文献阅读能力关乎

图情档硕士生文献阅读的效果,更关乎其学位论文

的质量,因此,通过开设文献研读课来提升图情档硕

士生的阅读能力是十分必要的.文献研读课可由培

养单位学术功底比较深厚的导师来开设.文献研读

课旨在培养图情档硕士生的专业文献阅读能力,包
括对文献选择、文献检索、文献阅读方法等的指导和

对文献内容的交流探讨、答疑解惑等.文献研读课

好似“磨刀”,目的是为了让硕士生更好地“砍柴”.

４５　学会“巧阅读”
阅读技巧关乎图情档硕士生的文献阅读效果,

具体包括科学的阅读方法和良好的阅读习惯.
(１)科学的阅读方法.在阅读文献资料时,应首

先对文献资料的重要性进行判断,进而根据文献的

参考价值,选择不同的阅读方法.比如,对于仅需了

解其大致内容的文献资料,可以选择快速浏览的阅

读方法;对于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文献,应该选择精读

的阅读方法.那么,怎样区分文献的重要性呢? 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载文刊物、出版社的级别;与
个人研究课题的关联程度;与个人所学专业以及研

究方向的密切程度;作者的知名度;等等.
(２)良好的阅读习惯.走马观花式的阅读往往

难以取得良好的阅读效果,作标记、记笔记、深入思

考、相互交流等都能加深读者对文献的理解.然而,
本学科大多数硕士生的阅读过程比较粗略和简单.
笔记可以及时记录疑点、难点、新的知识点,是对文

献的重要内容进行浓缩的过程.除了传统的笔记方

法,手机、iPad、kindle、电脑等电子产品也可以成为

笔记的载体.硕士生还可以利用 Evernote、Note
Express、OneNote等软件来实现个人阅读知识库的

构建.此外,阅读文献遇到问题时,硕士生要深入思

考并与他人交流,及时地解决疑惑、分享收获,从而

提升阅读效果.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硕士生可以

试着撰写小论文、文献综述、阅读报告等,这样不仅

可以激发阅读兴趣,还可以实现从“量”到“质”的飞

跃,对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有着不可小

觑的作用.

４６　倡导“去功利化”阅读

(１)树立正确的阅读观念.阅读观念正确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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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直接影响阅读的价值.硕士生要明确阅读是自身

学习知识和提高修养的主要途径,要充分认识阅读

对学术研究的作用.同时,硕士生应时刻牢记真正

的阅读是非功利性的,需要静下心来不断去思考、不
断去体悟的.文献阅读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为了汲取

知识、修正思维以及提高学养,而不是为了完成一篇

论文而去“临时抱佛脚”.
(２)培养浓厚的阅读兴趣.内在的阅读意识与

兴趣是促使图情档硕士生走向深层次研究的最有效

因素.图情档硕士生培养单位应努力倡导和规范使

用Seminar教学法,其具体做法是:师生双方提前确

立共同的研究主题,然后任课教师为硕士生指明主

要阅读文献,并且要认真检查硕士生向自己提交的

发言主题的文献索引,同时要保留２５分钟左右的时

间让报告人进行专题发言,给予１５分钟左右的时间

让报告人和其余学生针对研究主题进行自由讨论,
最后任课教师对整个教学过程作总结和点评[７].在

进行课堂讨论之前,硕士生必然要动手搜集相关资

料,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硕士生的求知欲很容易被

激发起来,在随后的讨论过程中硕士生需要不断地

思考他人的发言和见解,这些对保障硕士生的文献

阅读“量”和“质”都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为了改善图情档学科硕士生的文献阅读

行为,制定阅读计划是前提,提升阅读能力是基础,
选择阅读载体是智慧,扩大阅读量是保障,实施“巧

阅读”是关键,去功利化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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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selectsmasterdegreecandidatesattwentyＧfiveuniversitiesandcollegesinChina
asinvestigationsampletotakeaquestionnairesurveyinordertoobservetheirreadingmotivationandpurＧ
pose,readingtime,quantityandsatisfaction,literaturecontenttoread,accesstoliteratureandreading
carriers,literatureselectiontendency,literaturereadingprocess,andliteraturereadingplans．Itreveals
readingcharacteristicsandpatternsofthegraduatestudentsofLIAMS,and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
forimprovingthereadingbehaviorofmasterstudentsofLIAMSfromtheperspectivessuchasreading
plan,literatureacquisitionability,readingsupporter,readingamount,readingmethodsandreadingpurＧ
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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