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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与创新:中国目录学教育历史回望与现状透视
∗

□王平　柯平

　　摘要　目录学是图书馆学教育的核心内容.从１９２０年武昌文华图专开设中国目录学课程

以来,已走过近百年发展历史,经历了初创时期(１９２０—１９４９)、发展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９０)和成熟时

期(１９９１至今),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教育体系和完善的课程教育内容.数字时代下

的目录学教育面临巨大挑战和发展机遇:本科层面上的目录学教育开始受到挑战;研究生层面总

体较薄弱,且融合了文献学在内;学生学科认知教育不足、课程教育内容及方法有待提升;亟待形

成数字时代下的大目录学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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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我国图书情报专业中的目录学教育具有深厚的

历史渊源和学术积淀.１９２０年,武昌文华大学图书

科开设中国目录学课程[１],１９２２年,中国颁布了“壬
戌学制”,目录学教育作为图书馆学教育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被正式纳入了教学体系[２].时至今日,中
国目录学教育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传承中国

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兼容西方目

录学“图书描述”理念,中国现代目录学理论和教育

已经成为图书馆学发展中的重要且富有特色的组成

部分.回望其发展历程,探究现状及其未来发展方

向,是新环境下学科自主、自觉发展的必然选择.早

在１９９０年,南京大学郑建明教授就提出“目录学教

育去向何方”的问题,指出对目录学教育的误解,并
给出理论和实践兼顾的教学改革思路[３];２０１６年１０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九届学术研究委员会目录学

专业委员会成立,专委会主任柯平教授提出目录学

教育创新和理论创新亟待整合,并以新一届目录学

专委会成立为契机,开展目录学教育历史梳理与现

状审视,以此助力目录学理论研究和实践.
新的数字环境下,无论是中国传统目录学还是

“以苏为师”的现代目录学,其教育教学都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目录学教育该何去何从? 笔者首先通过

文献梳理对我国目录学教育的历史进行回顾,然后

调查目前国内设有图书馆学本科专业的院系的目录

学课程的基本情况,访谈部分院系任课教师和学生,
对国内目录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的现状、学生

及其社会需求进行质与量的调查分析,以此探讨中

国现代目录学教育的未来发展路径.

２　中国目录学教育发展历史

２．１　初创时期(１９２０—１９４９)

１９２０年,武昌文华大学创立图书科,正规意义

上的图书馆学教育在中国出现.其后,上海国民大

学图书馆学系(１９２５)、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系

(１９２７)、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１９４１)、
北京大学中文系图书馆专修课(１９４７)陆续成立,再
加上当时的图书馆学短期培训班(包括北京高等师

范学校图书馆学讲习会、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南京

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学暑期讲习科等),图书馆学教

育由初创走向最初的发展.这些初创时期的图书馆

学教育机构大都将目录学作为其核心课程,给予极

大重视.
这其中当首推文华图专目录学教育.文华图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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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教育观念及方法,对目录学发展、书目工作发

展和目录学的地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目录学教

学不仅仅是一两门冠以“目录学”名称的课程的讲

授,还通过目录学范畴之内的各种课程的开设及其

与其他课程的相互配合,来达到教学目标,并延伸到

课外的实习、社会实践和研究之中[４].所开课程除

中国目录学之外,还包括中国参考书举要、西洋参考

书举要、西文书籍选读、中文书籍选读、中西文编目

学、西文书籍分类法、中文书籍分类法,从学分上看,
这些课程占到了４８．５％(４７/９７),图书馆学其他课程

仅占１８．６％(１８/９７).由文华图专所奠定的目录学

教育基础从一开始就不是唯理论的,而是一个自成

体系的、中西并重、理论与实践兼顾的完整领域.藉

由彭斐章先生对文华图专不同时期目录学教育的史

料分析发现,文华图专目录学教育体系在课程设计

上中西并重、授课方式上讲授与实习结合,居于图书

馆学学科教学体系中最重要、最突出的地位[５].中

国目录学和西方目录学在文华图专的教育实践中得

以兼容并存,开创了中国图书馆学“新目录学”教育

的开端.
此后,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在其课程中加

入传统目录学内容.比如,图书馆学原理课包括中

国目录学之名词;图书选择法课,则重在讲述中国的

版本学、校雠学、目录学、古书校读法、国学概论、国
学书目;图书分类法课的重点之一便是中国图书分

类法(包括古代分类法、现代分类法之研究和实

习)[６];图书目录学课程包括中文编目法、中文排字

法、中文著者号码编制法等内容.此外,杜定友要求

学生对中国参考书如«九通»«玉海»«御览»«通鉴»
«图书集成»«永乐大典»等加以提要式介绍,并编印

国学书目、中国书籍索引等[７].上海国民大学图书

馆学系成立之初,制订发展规划,其中第二阶段中拟

将图书馆学系分办为普通图书馆学系、学校图书馆

学系、儿童图书馆学系、乡村图书馆学系和书目系等

部分[８].
金陵大学文理科１９２７年开设图书馆学系,所开

设的１６门课程中,目录学课程体系包括参考书使用

法、目录学、分类法、索引与序列;１９３０年春,图书馆

学隶属于调整后的文学院,其核心课程包括参考书

使用法、目录学、分类法[９].金大图书馆学系第一任

系主任李小缘先生就是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在其

“中西融合”“文化相互”办学宗旨的指导下,图书馆

学系汇集了一批学贯中西的专家,他们将现代西方

图书馆学与中国的目录学相结合,在课程设置、教材

编撰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分类法

课程方面,将中国的“四部法”与“杜威法”“国会法”
并重;在编目课程方面,则讲授中西图书馆编目原理

及方法,并作比较研究.
作为我国第一所本科学制的图书博物馆学系,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图书馆专业开设

课程包括:图书馆学通论、图书选择、图书分类学、图
书编目法、图书馆经营法、图书馆行政与设计、目录

学、参考书与参考工作、图书馆史、中国书史和图书

馆学专著研究、世界名著介绍、检字法、档案管理法.
目录学课程体系包含目录学、参考书与参考工作、图
书选择、图书编目法[１０].

北京大学中文系图书专修科更是由著名目录学

家王重民担任科主任.核心课程为图书馆学和目

录学.
除上述正式图书馆学系(科)外,中山大学、河南

大学、大中华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东南大学也

开设了目录学、诸子书目、图书分类等课程[１１].

１９２０—１９４９年,目录学教育由创立到初具规

模,成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

时期的目录学教育被赋予极强的时代意义,“为中国

近代图书馆学事业发展培育专业人才”,成为目录学

教育发端的目的与价值所在.在此指引下,初创时

期的目录学教育呈现出“兼容并蓄”的大家风范:教
学内容上的中西融合,理论内容上的新旧融合,教学

实践上的学用融合,成就了中国特色的新目录学教

育.此外,我们应注意到,文华图专是中国目录学教

育的奠基者,她奠定了目录学教育在图书馆学教育

中的地位,并确立了“中西融合、实践导向”的课程体

系特征;此后,金陵大学、上海国民大学、国立社会教

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图书馆

学专修科在此影响下,进一步明确和充实目录学教

育的内涵.中国目录学的深厚理论积淀、目录学家

的领导与推动和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客观需

求,都是我国目录学教育早期发展的主动力.

２．２　发展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９０)
这一时期包括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和１９７８—１９９０两个

阶段.前者是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目
录学教育处于调整阶段;后者则是改革开放初期,是
目录学教育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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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目录学教育尽管从表面上看处

于停滞阶段,但实际上却在积蓄力量.１９４９年,全
国仅有文华图专和北大中文系图书馆学专修科两个

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机构.１９５６年,北京大学和

武汉大学在教育部批准下将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四

年制本科,并正式成立图书馆学系[１２].于目录学而

言,这一时期的意义在于,一批干部在文化部和教育

部推动下赴苏联莫斯科学院学习或攻读博士学位,
这其中就包括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彭斐章先生.苏联

目录学理论及其教育模式被引入我国,产生深远影

响.在这一时期,武汉大学编印出版«普通目录学»,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及文化学院联合编写«目录学».
目录学理论及教学中的书目理论传统在这一时期初

步形成.
我国目录学教育真正的发展阶段当属１９７８—

１９９０年.１９７９年２月６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为

文献学家、目录学家、敦煌学家、北大图书馆学系创

办人王重民教授(１９０３—１９７５)平反昭雪的消息.

１９８０年２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由７７级学生开

始,恢复了已中断十余年的目录学教学[１３].目录学

教育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真正发展.这一阶段目

录学教育的标志性事件有:１９７８年,武汉大学招收

首届目录学硕士研究生;«目录学概论»于１９８２年正

式出版;１９８４年,武汉大学建立中国第一所图书情

报学院,著名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彭斐章先生担任

首任院长;«目录学概论»于１９８８年获得国家教委高

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其他目录学教材有徐召勋

的大学教材«目录学»(１９８５年),孟昭晋的中专教材

«目录学简编»(１９８７年).
二十年间,我国图书馆专业教育已由开始时的

２个大学本科,发展成４０余家大学本专科,１２家硕

士学位授权点、４家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完整体系,目
录学均作为核心课程,得到普及与重视.至此,目录

学教育在图书馆学教育中的地位完全确立.
如果说初创时期的目录学教育是在确立“精

神”,那么发展时期的目录学教育则是在这一精神的

指导下搭建“骨架”.建国初期,目录学人才的培养

以及苏联目录学思想的引进为新中国目录学教育的

确立提供了思想和理论的指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目录学教育的“书目理论”特色.作为教育机构发展

重要构成要素的专业教师培养、教材编写、专业培养

布局,在这一阶段都已初具规模.

２．３　成熟时期(１９９１年至今)

１９９１年至今是我国目录学教育发展的成熟阶

段.１９９１年,武汉大学招收首届目录学方向博士

生,这可以看作是目录学教育成熟的标志.这一时

期的目录学教育在书目情报理论核心基础之上开始

外扩并向纵深发展.
一是以“高校文献检索和利用”课程为契机的普

通目录学及各专业相关学科目录学得以发展,以及

书目索引以外的参考工具书使用方法的传授;涌现

多种相关教材和工具书,除了较早的«文科工具书简

介»(１９８１)和«中文工具书教程»(１９９１)之外,同类著

作高达２０余种[１４],这类著作把书目、索引知识的普

及和参考工具书使用知识的传授结合起来,不失为

目录学教育在新社会需求下的一种探索和创新.
二是契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扩展我国目录学

教育的西方视野,大力介绍欧美文献学和目录学的

成就与新进展.代表作是由邵献图先生主编的«西
文工具书概论»,该书书目与索引部分约占全书

２８％,达到近１４万字.在“书目”一章中,包括了概

述、国家书目和营业书目、联合目录、专科或专题书

目、推荐书目、报刊目录、书目之书目共七节[１５].
三是中国传统目录学教学的坚持.代表作是由

来新夏先生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作为国家教委“七五”教
材规划项目的«古典目录学».

四是当代目录学教育的深入发展.１９９２年,首
届图书馆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确定了包括图书馆

学基础、目录学在内的１２门核心课程[１６].１９９３年,
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和专业简介»指定的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也包括

“目录学”;其后,１９９７ 年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研

讨会“图书情报(资讯)学核心课程”的讨论、１９９８
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和专业介绍»都将“目录学”纳入其中[１７].支撑目录

学教育发展的是一系列高水平的教材及专著的出

版.彭斐章先生的 «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
(１９９０)和«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１９９７),其
意义在于指出目录学应摆脱图书馆工作的束缚,面
向全社会广泛的文献交流,这为当代目录学教育和

理论研究奠定了基调;１９９６年,国家教委高教司确

定目录学为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彭先生被

确定为课程教材«目录学教学大纲»编写组的召集

人,组织起草大纲.在新大纲指导下,目录学教科书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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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目录学»(柯平)于１９９８年出版.其他代表教

材包括«书目工作概论»(倪晓健,１９９１)、«应用目录

学简明教程»(朱天俊,１９９３)、«当代目录学»(郑建

明,１９９４)、«古籍目录学»(周少川,１９９６)等.信息社

会的到来给目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带来新的挑战,
彭斐章先生组织编撰的«数字时代目录学的理论变

革与发展研究»(２００９)集中回答了“目录学如何应对

新挑战”的问题,成为新世纪目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

的标杆.
中国特色的目录学教育在这一阶段真正成熟:

人才培养结构得以完善、教学内容得以扩展和深化、
专业地位得以明确和巩固.作为中国目录学教育的

奠基者,彭斐章先生再次提出“数字环境下的目录

学”这一新的发展目标,以此指引目录学教育在新环

境下的创新发展.
纵观以上,中国目录学教育的发展历程:传统目

录学与西方目录学整合的目录学教育———以“书目

情报”为核心的当代目录学教育———数字时代“大目

录学”背景下的新目录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目录学

家们和教育者们都在思考中国特色的目录学教育该

如何处理“传统”与“现实”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一直

探索“目录学”的学科使命.

３　中国目录学教育现状

３．１　图书馆学本科、硕士、博士层次的目录学教育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受到信息技术发展、图书

馆学教育变革和西方ISchool运动的影响,目录学

仍始终处于我国图书馆学本科核心课程范围之内.

２００２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学科教学指

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成立,标志着我国图

书馆学教育走向规范化.２００３年,湖南湘潭大学召

开的教指委一届二次工作会议明确了七门图书馆学

本科核心课程,其中就包括“目录学概论”.据肖希

明教授调查,２００６年２８所开设图书馆学本科专业

的院系中(１８所可查样本),共有１６所院系开设了

目录学课程,其中１３所提供资料的样本院系中,共
有５所院系在硕士研究生课程中开设目录学[１８].
可见,目录学教育一直占据着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

核心地位,没有改变.笔者于２０１７年初通过电邮、
电话、网站调查等手段进行了目录学教育(本科课程

及硕博研究方向)现状调查,并辅以学生和教师访

谈,以此获得目录学教育现状基本数据资料.

笔者以教育部直属网站阳光高考网信息为依

据,以网站查询、电话询问确定最终院系统计样本为

２４所.调查显示,“目录学”作为本科阶段图书馆学

核心课程的地位是明确的,共有２３所院系开设目录

学课程,其中５所为选修课程,其余都将其作为必修

课程,课程教材选择也基本一致,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图书馆学本科层次的目录学课程开设情况表

院系 课程设置

选

修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普通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南开大学商学院图书馆学系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信

息资源管理系
目录学,教材不详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系

现代目录学理论与实践,教材为

«目录学教程»

必

修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目录学概论,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 目录学,教材不详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图书情报

学系

目录学,教材为«数字时代目录学

的理论变革与发展研究»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知识资

源管理系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图

书馆学系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

理系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目录学,教材自编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档案与电子

政务系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科

学学院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长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鞍山师范学院商学院 文献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贵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云南大学档案与信息管理系 文献学、文献编纂学,教材不详

目录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层面,以中国研

究生招生信息网查询信息为主要数据来源,并参考

学校网站,获得图书馆学专业一级(含二级)学科硕

士、博士授权点的目录学研究方向及课程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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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一些学校既设置了目录学硕士招生方向,
也设置专门目录学课程,但也有学校在没有设置目

录学招生方向的情况下单独开设了目录学课程;博
士研究生培养情况较为简单,仅在招生方向上体现

出目录学特色,并无相关课程体现.具体信息如表

２、表３所示.这一现象表明目录学教育博士培养阶

段重在研究方向,旨在培养以目录学为研究兴趣的

专门人才,硕士阶段的目录学培养仍以课程为主,旨
在培养体系中保留目录学内容特色.

其中,在４５所具有图书馆学专业一级(含二级)
学科硕士授权点的学校中,共有７所明确设置目录

学及相关研究方向,６所学校开设目录学相关课程;

９所具有图书馆学专业一级(含二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权点的学校中,有４所明确设置目录学及相关研

究方向.
表２　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目录学研究方向

及课程设置概况

学校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及研究方向

(或开设课程)

武汉大学

现代目录学;文

献学与图 书 文

化史

彭斐章、彭敏惠:现代目录学(方

向)

李明杰:古籍整理与研究(方向与

课程)

北京大学
文 献 学 与 目

录学

李国新:文献目录学(方向)

王余光:文献学(方向)

南京大学 目录学研究 张志强:文献学研究(课程)

中山大学 文献学方向
程焕文:目录学(课程)

王蕾:古籍整理与编目(课程)

南开大学 无专门方向 柯平:文献学研究(课程)

云南大学 地方文献研究 不详

山东大学 无专门方向

戴彦臻、姜秀丽:高级目录学与文

献编目(课程)

贾晓毅:文献学专题(课程)

王君南:中国典籍与文化(课程)

广西民族大学
文献学与 文 献

资源建设
文献学研究、目录学研究(课程)

福建师范大学 无专门方向 方宝川:古典目录学(课程)

东北师范大学 无专门方向 陈昊琳:现代目录学研究(课程)

北京师范大学 文献学 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课程)

郑州大学 无专门方向 王国强:文献学研究(课程)

湘潭大学 无专门方向 刘灿姣:文献学研究(课程)

表３　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目录学研究方向设置情况

学校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武汉大学 现代目录、古典文献学等
彭斐章

李明杰

南京大学
文献学(含目录学)研究、古书版本

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郑建明

南开大学 目录学、文献学方向 柯平

吉林大学 历史文献学 王连龙

图书馆学专业本硕博三个层面上的目录学教育

状况层次鲜明.本科层面上的目录学教育较为普及

且规范统一;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层面上则总体较薄

弱,且融合文献学在内.

３．２　图书馆学目录学教育需求与问题

为了全面了解目录学教育现状,笔者以图书馆

学专业本科生和部分高校目录学本科授课老师为访

谈对象,通过深度访谈了解目录学教育中学生和老

师的需求以及问题.其中,图书馆学专业本科学生

共６０人,目录学授课老师共６人.
其一是学生访谈.访谈之初,笔者并没有设计

具体问题,试图在一般性了解过程中逐步厘清调查

内容.主要提出“你们知道‘目录学’课程是图书馆

学核心课程吗? 知道这门课程的开设历史吗?”“说
说‘目录学’是干什么的”.学生反馈包括:大家不知

道“目录学”是图书馆学的核心课程,只是随着教学

计划选课上课而已,更不用提课程发展历史;至于

“目录学是做什么的”问题,大家主要依赖笔记和参

考书的内容回答,没有具体、深刻的个人理解.了解

这些内容之后,笔者发现“课程认知”和“课程需求”
应该是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的问题.因此具体问题

包括:你认为“目录学”课程是否有必要开设,理由;
你如何理解“目录学”这一研究领域,请解释;你对现

有的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有何建议和意见.
调研与访谈稍显简单,但仍然反映出目录学教

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目录学是一门具有何

种存在价值的学科? 这是一个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

题,也是授课过程中的主线.师生访谈得知,在学科

认知模糊和定位欠缺的情况下,学生会失去学习目

标与兴趣,教师则面临为什么而教授的问题.其次,
访谈发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大家都关心目录学

在数字环境下“应该做些什么”和“未来可以朝什么

方向发展”.目录学授课内容需兼具目录学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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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师生对目录学专业及课程的认知和理解

范畴 内容

对目录学专业的认知

目录学与目录学和文献之间的关系;目录

学和分类、检索的关系;目录学和“目录”

的关系;目录学和“书目”“提要”的关系;

目录学是学习研究中的工具;目录学是图

书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学目录学不知

道还可以学什么;目录学是获取文献资料

的工具;目录学就是编目录;是一门历史

感很重的课程;并不是很理解.

对目录学课程的需求

课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和比例;需要历

史的角度;需要中外对比的角度;互动与

亲身体验操作.

对目录学课程的理解

目录学在数字时代中存在的价值和形式;

目录学课程的实践模式;目录学课程的内

容构成.

发展历史、中西方研究的对比和领域核心内容,形成

“大目录学”的课程内容体系以应对数字时代的要求,
以模块统领目录学的课程内容体系.例如,伊利诺伊

香槟分校信息学院的目录学课程就包括:书目元数据

导论(IntroductiontoBibliographicMetadata)、目录学

(Bibliography).南京大学沈固朝教授也提出目录学

的新使命,目录学的功能已经从注重揭示馆藏资源延

伸为关注远程资源的本地使用,从解释文献的基本特

征延伸为深度揭示信息内容,从注重学术性向关心网

络导航和导读的大众化方向转变,可移动的书目信息

系统(如 WebOPAC)、开放的书目信息系统(如网络书

目信息资源 OPAC、基于“开放存取”理念的 Open
ContentAlliance)、无缝的书目信息服务(如虚拟咨询

服务、GIL全球目录)、跨媒介与语言资源的目录体系

等等,新型书目情报体系不断出现[１９].最后,强调数

字时代对目录学的意义而非威胁.数字时代下目录

学研究领域的延展和丰富是目录学生命长青的动力.
授课老师急需思考目录学中的新的研究问题,并引导

学生参与进来一起思考.将变化融入图情专业的目

录学课程,融入大学生信息素养教学,在阅读指导、网
络导航、论文开题、项目实践和信息检索课程中融入

现代目录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在此基础上,我们

可以丰富课程的内容体系、授课方式和实践操作.所

以,笔者认为,“数字时代下大目录学的研究与思考”
是目录学教育持续发展的根本.

我们常说“图书馆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

科”,目录学亦是如此.本文的写作初衷一方面是借

梳理目录学教育发展历史来提醒与强调目录学在图

书馆学理论研究与教育中的地位,向学生和目录学

研究者传达与强化自身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则是通

过调查目录学教育现状来向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的研

究者和执教者揭示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并初步提

出一些想法和对策.一篇论文并不能达到巩固学科

教育地位和提升学科教学质量的目的,但希望能引

起我们的重视:不能以数字时代下信息技术的发展

而误解我们的传统优势领域,更不能放弃,积极探讨

新的问题才是发展之道.

致谢:感谢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张彤坤对本文

的数据收集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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