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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及启示∗

□韩爽　徐爽　许丹　杨颖　董立平

　　摘要　采用网络调研和文献调研方法,梳理了美国高校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实践情况,介绍

了财经素养信息资源导航、课程、研讨会和讲座、同伴教育等方法,并对其特点及困境进行了总

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财经素养教育的建议:协会牵头,资源共享;注重合作,
形成财经素养教育合力;加强德育渗透,以本土化视角及价值观驱动发展;循序渐进,在现有工作

基础上构建财经素养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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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高校非法“校园贷”乱象频发,其出现的

原因虽然多元,但根本在于大学生财经素养过低,因
此高校开展财经素养教育是极其必要和紧迫的.财

经素养教育除了可以培养大学生的金融风险防范意

识,还具有极其重要的德育价值[１－２]:如培育尊重劳

动的价值观,教育遵守财富创造过程中的道德规范、
契约精神和法律约束,帮助理解国家经济发展战

略等.
美国高校在财经素养教育方面已经进行了很多

探索,图书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内还未

见高校图书馆开展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案例,图书

馆界学者对财经素养(也有学者称为金融素养)的关

注也较少.最初有学者在讨论多元素养时有所提

及[３],近一年内又出现少数文献对公共图书馆的金

融素养教育[４]、美国图书馆金融素养教育项目[５]等

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均未以高校图书馆为主要研究

对象.本文通过网络调研和文献调研,介绍美国高

校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案例的方法、特点及困难,以
期为国内高校图书馆开展财经素养教育提供参考.

１　财经素养的概念

财经素养的中英文表达方式不一,英文常用“fiＧ
nancialLiteracy”或“FinancialCapability”,中文常

用“金融素养”“财经素养”“财商”等.北京师范大

学财经素养教育研究中心的苏凇指出:“在中国社会

的语境中,‘财经’包括财政、金融和经济.相对于

‘金融’这一概念来说,‘财经’包含的内容更广,更能

囊括人们财经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从相关

概念的国际发展和中文语意来看,‘财经素养’一词

更能反映其代表内涵的国际共识[６].”高校图书馆除

了培养大学生检索金融信息的能力,还肩负着弘扬

正确财富观、价值观的文化使命,故此文认为使用

“财经素养”一词更为合适.
财经素养在学术界尚无统一定义.美国财经素

养总统顾问委员会认为财经素养“是消费者利用知

识与技能有效管理金融资源并增进经济福祉的能

力”[７].世界经济合作组织认为,财经素养是“关于

财经概念和风险的知识和理解力,以及运用这些知

识和理解力的技能、动机和信心”[８].中国财经素养

教育协同创新中心认为,财经素养是“个体经济生活

中处理财经问题的综合素质,包括基本的财经知识

与财经思维方式、合理的理财技能、符合伦理道德的

财富创造和财富管理的观念、态度及价值取向”[９].
而在图书馆学文献中,财经素养被认为是用户发现

和获取权威性财经信息的能力,拥有丰富的金融知

识评估和选择财经信息的能力以及自信准确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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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决策、实现“一生财务幸福”的能力.有些图书

馆学者认为财经素养是信息素养的延伸,是信息素

养的子集,原因是任何财务决策的步骤都是首先认

识到特定的财经信息需求,然后发现、获取、评估、使
用和交流财经信息[１０－１１].

“财经素养”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出现于图书馆

学文献是在２００２年的一篇名为«寄希望于我们的未

来:为您和您的孩子提供金融知识»的书评中[１２].
首篇图书馆领域财经素养研究论文是在２００３年发

表的,考察了用户在购买金融服务方面的教育权和

信息权[１３].从２００７ 年开始,美国图书馆协会 (AＧ
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以下简称 ALA)与美

国 金 融 业 监 管 局 (The 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Authority,以下简称FINRA)的投资者

教育基金会合作,共同开展了图书馆的财经素养教

育项目“SmartInvesting＠ YourLibrary”(智慧投

资＠你的图书馆)[１４].２０１１年,ALA又与芝加哥联

邦储备银行正式合作,共同发起为期一周的财经素

养教育活动“MoneySmartWeek＠ YourLibrary”
(金钱智慧周＠你的图书馆)[１５].２０１３年,美国大学

及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ofCollegeandReＧ
searchLibraries,以下简称 ACRL)将财经素养教育

工作列为年度工作重点,并倡议将大学图书馆作为

可靠知识的提供者、值得信赖的教育工作者和校园

合作伙伴[１６].截至２０１９年,来自美国 ５０ 个州的

１０００多个不同类型的图书馆都举办了形式不一的

财经素养教育活动[５].

２　美国高校图书馆开展财经素养教育的方法

２．１　财经素养教育资源导航

图书馆作为高校的信息资源中心,建立信息指

南或资源导航是基本的财经素养教育方法.美国高

校图书馆做法可分为３类:(１)提供可公开访问的财

经素养资源导航网站,如中乔治亚州立大学图书馆

按照预算、储蓄投资、退休、信用卡和贷款、学费等主

题进行书目推荐和视频资源推荐[１７].(２)依托LibＧ
Guides平台提供财经素养教育专题资源,如科林学

院图书馆通过LibGuides平台为财经素养教育课程

的教师提供课程配套资源及指导[１８].(３)以论文或

指南的方式发布财经素养教育资源列表.如密歇根

大学的图书馆员及阿什兰大学图书馆的参考咨询馆

员收集的财经素养资源,为高校图书馆员如何识别、

推广财经素养教育的权威资源提供了样本参考[１９];
孟菲斯大学图书馆的馆员按照用户年龄列出了财经

素养教育相关的美国联邦政府资源[２０];美国图书馆

协会的参考咨询与用户服务分会(Referenceand
UserServicesAssociation,以下简称 RUSA)２０１４
年发布«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指南和最佳实践»,以
附录方式介绍财经素养教育资源的网址和概况[２１].

２．２　财经素养教育课程

高校图书馆开设财经素养教育课程的方式多

样.有的图书馆由馆员担任个人财务专题课程讲

师,开设有学分正规课程.例如,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的一位商业图书馆员为大一本科生开设集财经素养

与信息素养于一体的１学分课程[２２].有的高校图

书馆将财经素养教育作为辅助课程或第二课堂的一

部分,如德保罗大学图书馆通过新生入馆教育、学习

共享空 间 等 项 目 培 养 学 生 的 财 经 素 养、健 康 素

养等[２３].
课程内容方面,多数高校图书馆财经教育课程

包含预算、储蓄、贷款、奖学金、信用卡管理、投资等

内容[２４].也有的高校图书馆将一些专业的财经知

识引入到课程中,如德州农工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在

个人理财课程中引入市场调研及广告等商业元素.
在课程中,馆员通过广告案例讲解等方式引导学生

思考为什么广告是有效的,广告是如何产生的,从而

帮助学生批判性地评估自己购买商品的动机[２５].

２．３　研讨会、讲座

相比于资源导航及课程需要一段时间的资料收

集和备课,研讨会、讲座前期准备工作相对比较简

单,所以成为美国大学图书馆参与SmartInvesting
＠ YourLibrary、MoneySmartWeek＠ YourLiＧ
brary等全国性财经素养教育项目时经常采用的方

法.２０１４年４月,德州农工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图

书馆首次参与 MoneySmartWeek＠ YourLibrary
项目仅举办了两个活动:一为“个人理财１０１”研讨

会,一为“如何将你的商业计划变成现实”小组现场

讨论会.“个人理财１０１”由商学院的一位金融学教

授讲授,会上他介绍了家庭预算、信用评分维护和退

休计划的技巧,并提供了一些工具和资源.学生们

在享受图书馆提供的午餐和免费小礼品的同时,也
获得了丰富的个人理财知识.在小组讨论会活动

中,图书馆邀请了创业的３名毕业生和２名在读生,
围绕“如何将你的商业计划变成现实”这一主题展开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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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２６].

２．４　同伴教育

同伴教育是指让学生担任财经素养教育的同伴

导师,通过一对一的预约、演示或其他方式与同龄人

分享信息的财经素养教育方法.同伴导师可以是志

愿者,也可由图书馆以适当的薪酬聘任.２０１４年,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图书馆成立学生财经教育中心

(StudentFinancialEducation Center,以 下 简 称

SFEC),采取同伴教育的方式开展财经素养教育活

动[２７].图书馆为 SFEC的日常运作提供场地和设

备等硬件资源.为保护同伴导师和讨论个人财务问

题学生的隐私,图书馆提供带门的独立空间作为活

动场所,并提供桌子、椅子、文件柜、笔记本电脑和碎

纸机等设备.

SFEC最初选择６名金融专业的学生担任同伴

导师,并由两位专业顾问为其开发并提供定制课程

和培训计划.专业的金融学教授对同伴导师进行预

算、学生贷款等专业财经知识培训,图书馆员对同伴

导师进行保密性及客观性培训.保密性培训要求同

伴导师保护好参与财经素养教育同学隐私,不得泄

露学生相关信息.此外,为了保护学生隐私,SFEC
制定一系列的隐私保护政策,如签署同伴导师协议

表,按照规定进行相关文件的保密保存及粉碎等.
客观性培训则强调同伴导师的职责是提供财经素养

教育,引导学生找到可靠的财经信息资源,而不是有

意或无意地提供投资建议.学生需要签署一份知情

同意书,表示同意接受财经素养教育,并承认同伴导

师并非持牌金融专业人士,不能提供投资意见.

３　美国高校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的特点

２０１７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对美国２５６所

学生数量超过一万名的高校的图书馆开展金融知识

普及和财经素养教育情况进行了调查[２８],基于此项

调查结果及上文美国高校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实

践,此文总结出美国高校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特点.

３．１　合作

专业知识壁垒、缺少资金支持等诸多限制因素

决定了图书馆难以独立完成财经素养教育,因此美

国高校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最显著的特点是选择与

其他机构合作.图书馆寻找能提供金融教育项目

(如 MoneySmartWeek＠ YourLibrary、SmartInＧ
vesting＠ YourLibrary等)、经费(如FINRA 投资

者教育基金会、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及行政支持

(如商学院、就业中心、财务援助办公室、学生会等)
的合作伙伴[２４].在合作对象的选择方面,美国图书

馆通常选择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而非金融服务

公司.这主要是因为其担心金融服务公司在向学生

提供信息时可能会有失偏颇,比如易将财经素养教

育活动变相为商业促销活动,或利用研讨会宣传金

融产品等[２９].

３．２　内容丰富

美国高校图书馆为大学生提供了多主题财经素

养教育,主要包括:个人理财基础、学生贷款、预算、
信用卡、储蓄、薪酬谈判、医疗保险、房租支付或抵押

贷款、汽车贷款、投资、退休、税收、寻求高质量的财

经信息、生活成本及奖学金等.

３．３　主体及客体单一

美国高校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的主体以商业馆

馆员为主,也有少数图书馆咨询部或后勤部馆员参

与.客体多为在校本科生,针对研究生的财经素养

教育活动较少.图书馆通过新生入馆教育、资源建

设、本科课程设置等方法将信息素养与财经素养融

于一体,实施财经素养教育.

３．４　外因、内因联动

美国高校图书馆参与财经素养教育包括外部环

境和内在需求两个原因.外部环境为图书馆依据学

校管理部门要求和指令开展财经素养教育,或接到

相关院系和行政部门开展财经素养教育时的场地或

资源支持请求,进而开展合作.内在需求是图书馆

员认为财经素养教育是其职业使命,填补了行业空

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４　美国高校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面临的困境

４．１　专业知识欠缺

专业知识欠缺是美国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初期

遇到的第一个困难.RUSA２０１５年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６０％的受访馆员收到过与个人理财相关的

问题咨询,而８１％的图书馆员没有接受过财经素养

教育的专业培训[３０].为解决图书馆员专业知识欠

缺难题,ALA与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FINRA 投资

者教育基金会等社会机构合作,为图书馆员提供财

经素养教育培训.２０１４年,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onsumerFinancialProtectionBureau,以下简称

CFPB)也加入到为图书馆员提供财经素养教育资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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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工具及各类线上线下培训的队伍中来[３１].还有

人建议图书馆员在金融专业期刊上发表相关文章,
作为宣传图书馆员在金融领域具有专业地位的一种

手段[３２].在多方努力下,图书馆馆员缺乏财经专业

知识的问题已有所缓解.

４．２　人力资源不足

美国高校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负责人多为商业

馆馆员.而商业馆馆员数量较少造成的人力资源不

足,是美国高校图书馆开展财经素养教育活动的主

要困难.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的高校图书馆财经

素养教育调研报告指出,５２％的高校图书馆不参与

学生财经素养教育,主要原因就是人力资源不足,数
量稀少的商务馆员没有时间组织相关活动[２８].而

在进行财经素养教育活动的图书馆中,图书馆员最

常提到的挑战是没有时间,如“我是我馆里唯一的商

务图书馆员,所以如果有财经素养研讨会或活动,我
得协调一切”“３年前,我们图书馆举办了一系列金

融知识培训课程,尽管工作人员希望持续推进培训,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再开展了”“我们开始是做一对一

的指导,这项活动真的很受欢迎.但我们只有一个

馆员做这件事,所以人力资源的不足决定了这是一

件不可持续的事情”.

４．３　学生不感兴趣

因为部分学生可能已在高中或大学必修课中接

受相关培训,所以美国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活动并

非受到所有大学生欢迎.学生参加图书馆财经素养

教育活动的出席率较低,部分学生仅为免费的食物

或小礼品而来.

４．４　合作困难

美国高校负责大学生财经素养教育的业务部门

诸多,如资金管理中心、学生事务办公室、本科教育

和职业发展办公室等.这些部门可能是图书馆财经

素养教育的合作者,也有可能成为潜在竞争者.有

些高校特定学生财经素养教育培训部门没有同图书

馆合作的意向.有些高校图书馆虽已与相关部门开

展财经素养教育合作,但如何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也是一项挑战.此外,图书馆除了在合作中提供资

源和空间,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凸显自己的重要

性、增加自身的附加价值.

４．５　信息与建议的界限难以把握

美国图书馆的大多数馆员认为他们可以检索到

财经信息资源,但检索财经信息与解释信息,甚至提

供投资建议及法律意见是有区别的.如何在“提供

财经信息”和提供“不适当的财务建议”之间保持明

确界限,是让很多馆员感到焦虑的问题[３３].

５　美国高校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的启示

５．１　协会牵头,资源共享

对于国内的高校图书馆来说,财经素养教育还

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图书馆员从对财经素养教育工

作的理论认知到实践工作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在

此过程中,中国图书馆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

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等图书馆组织可以发挥带头和指

导作用,从以下途径推进高校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

开展:将财经素养教育列为年会论文主题之一,让更

多的图书馆员认识到财经素养教育是图书馆多元素

养教育中的一部分;鼓励条件合适的综合性大学优

先开展相关工作,进行实证研究并注重效果评价;总
结并宣传成果显著的经典案例,制定图书馆财经素

养教育工作指南,从规则制度、流程、内容、形式等方

面为其他高校图书馆提供指导;建立资源共享联盟,
编制财经素养教育工具包,促进图书馆之间相互学

习、共同进步.

５．２　注重合作,形成财经素养教育合力

从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财经

素养教育是个系统的工程,图书馆凭借自身的力量

很难完成,寻找规范、优质的合作伙伴是有效开展财

经素养教育的捷径之一.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需
要从内外两个角度考量.首先,对外合作角度,图书

馆应争取与专业的财经素养教育机构合作,如参与

中国财经素养协同创新中心策划的“中国财经素养

教育普及计划”,参与花旗基金集团及中国扶贫基金

会共同发起的“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培训项目”等活

动,申请中国财经素养协同创新中心实验基地等.
充分利用财经素养教育权威机构发布的系列财经素

养教育课程标准,课程学习教材、教案和课件,弥补

高校图书馆员专业上的不足.其次,对内合作角度,
图书馆可整合学校资源,形成财经素养教育合力.
图书馆可以发挥资源优势,与专业的院系或行政部

门合作,根据专业教师提出的内容框架,构建财经素

养教育特色资源数据库.

５．３　加强德育渗透,以本土化视角及价值观驱动

发展

２０１４年,RUSA在收入、借贷、储蓄投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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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范等５个方面制定了«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

指南»,并总结了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经

验[２１].在此文件指导下,美国高校图书馆财经素养

教育主要集中在财经知识和技能部分,关于学生的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少有提及.２０１８年１月,
中国财经素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颁布了«中国财经

素养教育标准框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五维

三标”标准框架[３４].标准框架中的“五维”包括收入

与消费、储蓄与投资、风险与保险、制度与环境、财富

与人生等５个维度.其中的“财富与人生”维度包括

财富与个体生活、财富与生命价值、财富与国家发

展、财富与社会责任等４个基础要素.从标准框架

的结构和要素可以看出,我国的财经素养教育更重

视财经价值观的引导,强调劳动创造财富的态度及

对制度规则的遵守,注重帮助学生理解国家经济发

展战略等.我国高校图书馆在进行财经素养教育的

过程中,应从本土化视角出发,以我国的财经素养教

育标准为指导,除了为学生传授完整清晰的财经知

识体系外,还应根植传统,吸收文化精义,加强义利

观、诚信观等德育渗透,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

和驱动高校图书馆财经素养教育的发展.

５．４　循序渐进,在现有工作基础上构建财经素养教

育体系

图书馆在长期的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工作中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和方法,可供财经素养教育工作借鉴

和参考.内容上,可将现有的信息素养教育进行学

科化或专题化,嵌入到课程中,教授学生检索评估财

经信息、应用财经知识、建立正确的财经价值观等.
形式上,采用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利用微课、VR 场

景模拟与研讨会、检索大赛相结合的方法,增强学生

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结果评价上,将传统的信

息素养教育评价方法与专业的财经素养测度工具相

结合,构建财经素养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如引入中

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辛自强教授团队编制的

«中国公民财经知识测验»[３５]及«中国公民财经能力

测验»[３６]等测度工具,
同时,图书馆应特别注意财经素养教育区别于

信息素养教育的敏感性和隐私性,需制定保密政策

或规则,注重读者信息安全与隐私.

６　结语

随着信息环境不断升级和大学生信息需求日益

多元化,多元素养教育必然成为高校图书馆素养教

育的发展趋势.财经素养教育作为多元素养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大学生金钱观、消费观、价值

观、有效解决“校园贷”问题的重要手段,具有极其重

要的现实意义及德育价值.高校图书馆应积极行动

起来,发挥自身的资源及场馆优势,努力打破专业壁

垒,填补大学生财经素养教育行业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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