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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嵌入式服务的研究进展及应用

———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的嵌入课程探索为例

□周静怡∗

　　摘要　利用文献调查法、网络调查法和比较分析法,调研、分析了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探讨图书馆

嵌入式服务的相关文献,分析了嵌入式服务的内容、方式和方法等,在此基础上,结合北京外国语

大学图书馆为全校本科生必修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提供嵌入式服务的经验,提出了图

书馆在通识课程中实施嵌入式服务时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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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嵌入式图书馆服务(EmbeddedLibrarianship)
是指图书馆员从传统的图书馆物理环境走向用户所

在的各种环境(物理环境和虚拟环境),根据用户的

不同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图书馆服务.根据服务

内容,嵌入式图书馆服务分为嵌入式学科服务、嵌入

式教学服务、嵌入式数据服务、嵌入式素质教育、嵌
入式扩展服务等.

自嵌入式服务提出以来,图书馆界积极响应,理
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深入,下面首

先对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关于嵌入式服务的相关文献和

实践进行梳理、分析,然后结合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

馆为全校本科生必修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提供嵌入式服务的经验,提出图书馆在通识课程中

实施嵌入式服务时应注意的问题.

２　关于嵌入式服务的研究和实践进展

２．１　嵌入式服务的内容

２．１．１　嵌入式教学服务

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图书馆在本科

生数学课程中开展“嵌入式”图书馆服务[１].图书馆

员和授课教师合作,将图书馆服务和问题导向式学

习方法相结合,应用到本科生课程“离散数学和线性

代数”中,要求学生完成数学某个专题的研究并提交

报告.
问题导向学习方法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方法,即通过解决问题来学习课程内容[２].刚开始

采用问题导向学习方法时,大部分学生对如何完成

项目比较困惑,在图书馆提供嵌入式服务之后,学生

能较快地和图书馆员一起利用图书馆资源,检索和

获取解决问题可能会用到的参考文献.
嵌入式服务主要帮助学生完成他们的老师基于

问题导向学习法而布置的作业,提高其信息素养.
具体通过六个步骤实施:(１)将两种图书馆服务应

用到课堂,一是针对特定主题如何利用图书馆资源,
二是如何使用参考文献管理软件 RefWorks;(２)提
供对虚拟学习环境———Moodle(ModularObjectＧOＧ
rientedDynamicLearningEnvironment,即模块化

面向对象的动态学习环境)的嵌入式支持,在特定环

节提供信息和指导;(３)针对在第一个步骤遇到问

题的学生,或者是在问题导向学习中需要细化指导

时,图书馆员提供个性化指导;(４)学生提交作业

后,图书馆员评估参考文献列表的规范情况;(５)分

析学生使用学术资源的过程,客观评估他们的能力;
(６)如果需要,再次在课堂分析学生存在的问题,进
一步提升报告的质量.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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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数学课程开设于２０１３年秋季学期,共有

１８名学生参加,分为６个小组,完成的报告的平均

参考文献量为５篇,文献类型有教材和网络资源.
线性代数课程开设于２０１４年春季学期,共有２９名

学生,分为９个小组,完成的报告的平均参考文献量

是１０篇,文献类型有电子资源、政府档案、统计资

料.可以发现,第二次试点的线性代数课程的报告

的资源利用情况优于第一次试点的离散数学课程.
学生在图书馆员的帮助下,掌握了图书馆资源的检

索方法和参考文献的规范使用.学生的信息素养和

学术表现在第二个学期得到了明显提高.

２．１．２　嵌入式数据服务

美国罗格斯大学图书馆为本校的地球和环境科

学系提供嵌入式数据管理服务(包括数据存储、数据

组织、数据归档)[３].该系由９名老师和２７名研究

生组成,研究方向为大气化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

学、生物地理化学.当该系得知图书馆可以提供数

据管理服务后,主动邀请图书馆员一起开展与数据

管理有关的工作,包括调查当前的数据管理状况、参
与研究生研讨会、在系里开展数据管理规划(Data
ManagementPlan).图书馆的数据服务馆员和学

科馆员调研和掌握院系老师对数据管理的需求,构
建特定学科的研究数据架构,成功地为科研人员提

供了数据管理,成为校园里计算机服务的专家.
嵌入式数据服务中,图书馆员会预先熟悉数据

服务的专业操作和资源,理解用户的数据需求.随

后,图书馆员会通过多种嵌入方式提供数据管理服

务,工作内容包括:(１)数据管理培训,给研究生介绍

数据管理的成功案例,为本科生提供图书馆课程.
学科馆员通过参加研究生的每周研讨会,提供咨询

服务.数据服务馆员指导研究生如何使用统计软

件,帮助教师和学生进行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数据

服务馆员、物理学科馆员和生物学科馆员一起合作,
为教师提供数据管理,介绍一些基础的数据管理策

略和数据管理计划等;(２)数据管理规划支持,为研

究人员介绍数据管理规划和数据仓库实例,学科馆

员和数据馆员一起帮助院系教师和同学完成数据管

理规划.图书馆员将需求分析、通用的数据管理规

划模版和样例分享给教师和研究生.然后请研究人

员拿出数据管理规划草案,图书馆员针对草案给出

反馈意见;(３)数据存储和备份;(４)为院系和校园的

计算机服务建立联系,为研究人员介绍计算机服务.

２．１．３　嵌入式信息素养服务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系统是一个由分布于威斯康

星州的 １３ 所州立大学所构成的大学系统,其在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开始推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新的教育模

式:弹性学位模式[４],该模式也是该大学能力本位教

育模式(competencyＧbasededucation)的体现,即以

学生为中心,以学习过程和学习质量为重点,打破时

间、学期限制,不用遵循传统的１５周学期制,学生自

行安排学习进度.目前威斯康星大学系统共有４所

大学参与这种学习模式,提供护理学本科学位、信息

科技本科学位、商务和技术传播认证等学位项目.
除了部分课程内容需在实验室或者通过临床学习,
其他内容基本都可通过网络学习.为此,学校为了

更好地保证这些弹性学位项目的开展,将图书馆融

入其中,由图书馆提供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和远程

服务.
图书馆员参与课程中的信息素养教育[５],针对

每个学位项目都推出了图书馆指南,嵌入到在线学

习管理系统,供每门课程使用[６].嵌入式信息素养

教育的步骤是:首先进行需求评估,确定学生要学习

的内容以及可能会用到的学术资源,设计作业评估

方式,然后图书馆员基于评估方式来编写信息素养

教学大纲.随后图书馆员对教师进行访谈,确定学

生学习过程中可能需要整合的资源,以及教师想给

学生提供哪些在线的由图书馆员给予的指导服务.
此外,图书馆还通过学术成就导师(Academic

SuccessCoaches,简称 ASC)为学生提供支持和帮

助.ASC是一个新的学术角色,是介于传统学术导

师和学生成就导师(StudentSuccessCoaches,SSC)
的复合型专家,指导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规划.
在学生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需要信息和图书馆服务

时,ASC能指导学生来请求图书馆帮助,如信息素

养服务、２４/７参考咨询服务、嵌入式图书馆指南等.
图书馆也制作了专供 ASC使用的指南.图书馆与

ASC建立联系后,能及时收到学生在项目中使用图

书馆的各种反馈,及时发现在线咨询服务中可能会

存在的问题等.

２．１．４　嵌入式扩展服务

当前图书馆的嵌入式服务主要体现在嵌入教

学、嵌入信息素养教育,但是也有一部分高校图书馆

开始尝试嵌入式扩展服务,为学校各方面的需求提

供嵌入服务.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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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馆长芭芭拉．杜威(BarＧ
baraDewey)认为嵌入式服务除了给师生提供图书

馆的资源和服务外,在与教职员工合作等方面也具

有很大优势[７].基于此观点,美国斯泰森大学图书

馆将嵌入式服务从与教学相关的方面逐步扩展到学

校的许多领域,包括政策制定、教师管理、与学生发

展委员会的合作、校园创新项目的实施等[８].该馆

提供的嵌入式扩展服务包括:(１)图书馆员加入大学

职位发展委员会,利用专业技能评估各个学科领域

的学术成果;参与关系到教师聘任和提升的教师年

度考核工作;(２)接手和承担档案馆的工作.学校的

档案工作在人员、资源和信息组织等方面存在诸多

问题,图书馆接手档案工作几年后,在档案收集、团
结校友和筹款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图书馆还利用

OCLC的 CONTENTdm 开展数字化项目,将数字

化后的档案在社交媒体上公布,加强了校友和学校

的联系,同时继续开发校友与学校联系的档案.

２．２　方式方法

２．２．１　企业家式的嵌入服务

美国前高校与研究图书馆委员会主席斯蒂芬

(StevenJ．Bell)提出要做企业家式的图书馆员:善
于抓住机会和具有创造性[９].基于此观点,上海纽

约大学图书馆与学校的职业发展中心进行合作:图
书馆为学生在职业发展中遇到的有关图书馆的问题

提供解决方法,职业发展中心给图书馆提供该中心

的每周信息快报.在此基础上,图书馆员评估该职

业发展中心的信息需求,建设相应的馆藏资源,并帮

助中心设计图书馆指南,同时还成立了四个工作组

来调研和解决学生的实际需求.中心负责收集和分

析学生对工作组的反馈,图书馆员根据反馈和评估

进一步改善工作[１０].
除此之外,图书馆还参与学校的一些项目.如

学院服务项目(DeansServiceScholars),其由艺术

和科学学院、学生会等多个部门发起,学生利用寒暑

假在当地的一些公益组织开展服务.图书馆在这个

项目中,与项目负责人定期沟通,提供建议并采购图

书,为学术型学生推荐阅读书目.

２．２．２　合作是嵌入式服务开展的基础

图书馆员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合作是嵌入式图书

馆服务开展的基础[１１][１２].挪威约维克大学图书馆

通过导师方法(TutorApproach)和团队教学方法

(TeamＧTeachingandCoＧTeachingApproach),研究

了在嵌入式服务中经常遇到的教师与图书馆合作的

问题[１２].
导师方法运用在１８名放射成像专业的学生在

大三和大四撰写论文的期间,图书馆员首先对学生

进行信息测试,然后针对测试结果开设讲座,馆员和

学生每周见面,进行面对面的指导,指导内容包括检

索策略、资源选择等.图书馆员也会收到来自学生

的对案例设计、教学方法等的反馈,.
研究发现,学生认为图书馆员提供的指导和建

议非常有用;学生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对工具的应用

兴趣较大;学生非常需要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培训,
需要论文撰写方面的指导,如如何使用资源和正确

引用文献等;教师和图书馆员合作的意愿非常大,他
们非常欢迎图书馆员及时给学生指出问题和给出建

议;导师方法适用于只有３０名以下学生的小班级.
团队合作教学方法运用在持续四个学期的某门

课程,教师和图书馆员各负责两个学期,图书馆员参

与课程设计,教师负责专业课的讲授,图书馆员负责

文献检索课的讲授.实践表明:团队教学是教师和

图书馆合作的另一种很好的方式,教师和图书馆员

各自的知识显示度更高,图书馆员参与课程设计过

程非常有用和必要.教师发现图书馆员比学生更容

易理解相关主题的论文,学生发现通过文献检索后

完成的文献综述非常有助于学位论文的撰写.
导师方法和团队教学方法各有利弊,团队合作

教学方法中,教师和图书馆员可以提供不同的建议、
方法、观点来指导学生,而且可以彼此互补,而导师

方法可以通过互动和反馈,更为有效和直接地帮助

学生完成学术写作过程.

２．２．３　分馆的嵌入式服务

分馆模式也为嵌入式图书馆服务的开展提供新

思路.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图书馆包括建筑、艺
术和设计分馆、兽医分馆以及两个校区分馆.根据

面向的不同专业学生的不同学习方式,各分馆分别

开设不同的信息能力培训、数据库使用讲座、目录检

索指导等.提供嵌入式学科服务,包括关于虚拟参

考咨询、社交媒体、课程管理系统等的培训[１３].分

馆的设置给嵌入式学科服务提供了更多机会,图书

馆员与特定读者群体直接建立了更牢固的联系,并
根据特定的环境开展项目和服务.他们与研究团队

一起合作,开展跨学科项目的研究,通过参加会议、
论坛、主题报告等方式,更多地参与学术团队的日常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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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为嵌入式图书馆服务创造机会.

２．２．４　即时嵌入和储备嵌入

嵌入式服务开展的时机和时段也一直是研究和

实践的热点,卡尔金斯(Calkins)等认为嵌入式服务

应该集中、高效地提供,并提出了嵌入式服务的时间

集中模型[１４].雷毕格(Leibiger)推荐图书馆员在学

生完成研究性质的作业的这样一个短时间段内嵌入

课程,以帮助学生更快获取相关技能,迅速应用于他

们的作业并完成[１５].
美国希尔斯堡社区学院图书馆针对以上观点,

开展了对即时嵌入(JustＧinＧTime)和储备嵌入(JustＧ
inＧCase)两种方式的优劣的验证,前者是在关键阶段

的有限时间(两周时间)内嵌入课程,后者是在整个

学期嵌入课程[１６].
图书馆员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师共同授课,在图

书馆服务嵌入的时间段,图书馆员通过学习管理系

统,提供特定的图书馆课程和研究帮助;每天管理交

流工具,向学生提供在线指导.在没有嵌入图书馆

服务的时段,学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发电子邮件、
打电话、去图书馆拜访)与图书馆员交流.指导工具

包括图书馆员制作的指导视频和图书馆指南.
在即时嵌入和储备嵌入两种方式完成后,通过

定量和定性的方法进行评估,包括:学生完成图书馆

作业的情况分析、学生完成的论文的引文情况分析、
学生使用图书馆资源的日志分析、图书馆员对学生

的面见访谈的分析、图书馆研究人员的跟踪评价.
研究发现,学生在嵌入式课程中能够掌握图书馆的

相关资源,使用图书馆的资源和与图书馆员的交流

更加频繁;学生在完成作业时使用图书馆指南更加

频繁;学生更喜欢在完成作业阶段使用图书馆的资

源和工具;学生更喜欢用学习管理软件提供的工具

进行交流.但是嵌入时机、嵌入时段对作业的完成

和参考文献的使用等并没用实质影响.

３　启示

对近两年来关于图书馆嵌入式服务的研究和实

践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３．１　嵌入式服务以高校图书馆为主体、以学生为中心

近两年来开展嵌入式服务的有专业图书馆[１７]、
中学图书馆[１８],但主体是高校图书馆,这与高校图

书馆特定的服务群体和需求特点有关,嵌入式服务

已成为高校图书馆服务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２０１５

年１２月,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提到:“图书馆应积极拓展信息服务领域,提供数字

信息服务,嵌入教学和科研过程,开展学科化服务,
根据需求积极探索开展新服务.”[１９]

同时,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步呈现出从原来

的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趋势,嵌入

式图书馆服务也从原来的以图书馆为中心向以学生

为中心的方向转变.如,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图书馆

的嵌入式服务的对象为选修了离散数学和线性代数

两门课程的本科生;罗格斯大学图书馆的嵌入式数

据管理服务的对象除了院系老师之外,还有研究生

和本科生;威斯康星大学系统图书馆的嵌入式信息

素养服务的对象为选择了弹性学位项目的学生;上
海纽约大学图书馆的嵌入式服务的对象是学生职业

发展中心指导的学生以及参加项目的学生.

３．２　嵌入式服务的内容不断丰富

嵌入式图书馆服务经过多年发展,已不拘泥于

初现时的服务内容,而是基于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
结合用户需求,提供能够提供且用户所需的一切

服务.
除了提供传统的教学服务、信息素养服务之外,

还提供嵌入式数据管理服务、嵌入式扩展服务,甚至

全面嵌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图书馆员进入到学校

的职位发展委员会,基于专业知识和技能来客观评

估各个学科的学术成果,参与教师的年度考核等.
图书馆可以参与档案管理和校友会工作,还可以为

学生的学习、科研、就业等提供一系列的嵌入式服

务.国内高校图书馆的嵌入式服务,涉及教学服务、
学科服务的多,涉及数据服务、扩展服务的少.

３．３　嵌入式服务的基础是合作

嵌入式服务的基础是图书馆与各种服务对象的

良好合作.与院系、教师、科研人员、学生以及其他

学术角色建立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一方面便于图

书馆及时准确地发现用户需求,抓住提供嵌入式服

务的契机,另一方面可以根据用户反馈,及时调整服

务内容.除了常见的与教师、科研人员、学生等的合

作,还有一些特定群体值得重视,如在威斯康星大学

系统的弹性学位项目中,图书馆员与学术成就导师

合作,指导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国内高校图书馆目

前还没有专门研究嵌入式服务中的合作问题.

３．４　图书馆员的专业素质是嵌入式服务的关键

嵌入式服务包括三个方面:图书馆员、资源、服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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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随着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嵌入式服务内容的

丰富,教育理论方法的发展,各种硬件环境和软件工

具的层出不穷,对提供嵌入式服务的图书馆员的素

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图书馆员应该像企业家一样,善于发现用户的

需求、善于与用户沟通和合作,掌握各种软件工具,
储备相关知识.内容管理工具、引文管理工具、学习

管理系统、数字化管理软件、问题导向学习方法、团
队教学方法、信息素养模型等都是提供嵌入式服务

的图书馆员应该掌握的.高等教育在发展,高校图

书馆也在不断发展,其在传统的提供空间、借阅、咨
询、培训等基础上,也应该成为高校的教学、科研、育
人和其他工作的孵化器.因此,图书馆员应该与时

俱进,根据用户需求,从各方面进一步完善自身

素质.

４　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的嵌入式服务探索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国外的图书馆嵌入式服

务,多是对小规模专业课程的嵌入,对大型思想教育

通识课的嵌入未曾提及.２０１５年９月,北京外国语

大学图书馆与马克思主义学院一起,在本科生必修

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嵌入图书馆服务,
取得了一定经验.

４．１　嵌入式服务的对象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克 思 主 义 学 院 成 立 于

２００７年９月,原名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其前身为北

京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部,有近３０年的历史.学院

设有５个教研室(部),４个研究所(中心)、１个资料

室和１个行政办公室,还设有院学术委员会和院事

务委员会.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为全校本科生、硕士

生及博士生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全校学生开设

以通识教育为目的通选课,并开展马克思主义相关

学科的学术研究[２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为全校大二本科生

的必修课,面向各个院系的１４００多名同学,涵盖６０
多个语言专业,和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一系列非

外语专业.

４．２　嵌入式服务的需求确定

２０１５年暑假,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通过讨

论,根据学校当前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主体,经济

学、管理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特点,决定开

展“寻找对象国里的马克思”的实践教学活动,鼓励

同学们从自己所学语言出发,寻找所学语言所在国

家即对象国的与马克思有关的内容.活动旨在结合

学校的外语教育特色,推动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

有机融合,促进当代大学生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世

界范围内的传播状况及产生的现实影响,以服务于学

校培养高素质、国际化外语人才的宗旨[２１][２２].
同时还确定了详细的活动目标、作业内容和活

动成果.活动目标是:通过学生自己寻找和整理信

息资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提升主动学习的

能力.活动内容是:寻找对象国里的马克思,可以任

选一项或者多项内容来完成:介绍关于马克思或马

克思主义的专业网站,介绍对象国出版的关于马克

思的书,介绍对象国某个图书馆里关于马克思或马

克思主义的藏书情况,介绍对象国的一个马克思主

义党团、社团或者研究机构,介绍对象国关于马克思

的一部影像资料.活动成果包括:(１)通过寻找和整

理信息资源,形成文案,作为本课程实践课的作业;
(２)精选１０－１５个文案,做成展板展出,通过观众投

票产生一、二等奖和优秀奖,给予奖励.
学院教研室老师设计好项目内容后,和图书馆

老师进行沟通讨论,初步确定了嵌入式服务的需求

意向.

４．３　嵌入式服务的开展过程

图书馆员在接到活动任务后,认真分析该教学

活动的内容,反复与学院老师沟通,进一步分析和明

确需求,并根据活动内容,结合图书馆拥有的资源和

服务,从资源类型(主要是:图书、学者和机构)上准

备嵌入式课程的内容.同时,从图书馆资源和服务

的角度,对所要寻找的内容进行分解和细化,帮助同

学们更好地理解所要查找的内容.向同学们介绍的

资源和工具主要有:WorldCat(OCLC提供的在线编

目联合目录)、WorldCatIdentities(WorldCat中的

名称规范系统)、不列颠百科全书(网络版)、北外学

术搜索,以及英语、德语、韩语、阿拉伯语等各语种的

电子书数据库等.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图书馆员将

服务内容发送给学院老师,进行讨论,并根据讨论意

见再次修改、确定.
准备工作完成后,学院老师安排图书馆员对大

二选修了该课程的１４００多名同学进行了两周内五

次嵌入式课堂教学,图书馆员在每次课后调研老师

和同学的反馈,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课堂教学

内容.嵌入式教学受到了学院老师和同学们的好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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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有的同学听完该课程以后,继续选择来图书馆

听课程中介绍的内容的专题讲座,提升了同学们的

信息素养,宣传了图书馆的资源和工具,也提高了资

源和工具的利用率.
同时,针对该课程的作业内容,同学们根据活动

要求,以３－５人组成小组,根据自己所在专业的对

象国,利用图书馆工具和资源,制定项目实施计划,
分工完成.同学们基本都能选择一种以上的工具查

找到所需要的内容,然后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兴趣,认
真完成作业.

４．４　嵌入式服务的成果

最后,在原定的１０－１５幅作品的基础上,共选

出了２０幅具有代表性、切合主题、能够反映对象国

研究特色的优秀作品在教学楼展出.从提交的作品

中,可以看出同学们很自信地结合自己所学语言,通
过各种角度、各种工具查找到对象国中关于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的相关资料.
学生的作业内容丰富,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的思想及其著作、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介绍,也有对

马克思主义宣传网站、马克思主义团体及马克思主

义传播情况的介绍等.涵盖的图书有«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反杜林论»等,人物

有切格瓦拉、迈克尔哈特等,公开课有“耶鲁大

学公开课:政治的道德基础中的马克思主义”等,专
业网站有 MarxistsInternetArchive等,综述性文献

有«战后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学术研究及社会团体中

存在情况的调查»等.关于马克思主义党团、社团或

者研究机构,涉及的对象国有美国、日本、葡萄牙、印
度尼西亚、菲律宾、埃及等.活动在校内外都收到了

很好的评价,新华网还专题报道了该活动[２０],多家

媒体作了转载.

４．５　小结

此次嵌入式服务的顺利开展,有很多因素,对近

两年嵌入式服务的研究和实践的应用和借鉴是

关键:
(１)以学生为中心.一方面,学生具有良好的外

语基础和能力,另一方面,图书馆从学生的角度出

发,由浅入深地介绍他们可能用到的图书馆的资源、
服务和工具,及时收集他们的反馈意见,调整课程内

容和难度,在他们完成作业阶段及时嵌入服务.
(２)与学院老师深入合作.首先是前期到学院

宣传图书馆的嵌入式服务,所以学院老师在设计课

程活动时,会考虑到与图书馆合作;其次是在嵌入式

服务开展前后,图书馆一直与学院老师积极沟通、讨
论,认真对待他们的需求,充分分析他们的教学活动

的目的,从图书馆专业角度出发提出意见和建议,并
在嵌入式教学过程中,收集老师们的反馈,积极改

进、提升服务.
(３)开拓嵌入式服务内容.图书馆突破了当前

的嵌入式教学活动以专业课为主的小规模嵌入,积
极嵌入大型思想政治理论通识课.

(４)图书馆员的专业素质.一方面,图书馆员具

有良好的沟通和理解能力,善于抓住读者的潜在需

求,服务嵌入过程中也能积极收集反馈意见,灵活调

整.另一方面,图书馆员具有专业素质,能够根据活

动目标,结合本馆资源,设计嵌入式服务的内容.
此次嵌入式服务的开展,既提升了同学们对马

克思主义原理的认识,也提升了同学们的信息素养,
扩大了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效益,推进了嵌入式图

书馆服务的开展.

５　结语

嵌入式服务是当前高校图书馆服务的一个趋

势,图书馆可以充分挖掘用户的不同需求,从教学、
科研、数据管理、素质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等各个方

面进行嵌入,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图书馆员的

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以企业家的精神,充分与用户

沟通、合作,将嵌入式服务推进到更高的阶段.

参考文献

１　KarjantoN,KairatbekkyzyM,AgeeJ．Embeddedlibrarianship

andproblemＧbasedlearninginundergraduatemathematicscourses
[J]．EprintArxiv,７Apr２０１５:１－４．

２　GregoryP．VanderKooi．ProblemＧbasedlearning:anattitudinal

studyofpoliceacademystudents[D]．Proquest,２００６:９－１０．

３　WangMinglu,Fong,BonnieL．．Embeddeddatalibrarianship:a

casestudyofprovidingdatamanagementsupportforasciencedeＧ

partment[J]．Science& TechnologyLibraries２４Sep(２０１５):１

－１３．https://dx．doi．org//１０．１０８０/０１９４２６２X．２０１５．１０８５３４８．

４　UWflexibleoption[EB/OL]．[２０１６－０３－０２]．http://flex．wisＧ

consin．edu/．

５　KristinM．Woodward ．StudentsatthecenterinemergingacaＧ

demicmodels:embeddedinformationliteracyanddistanceservＧ

icesintheUniversityofWisconsinSystem Flexdegree[J]．LiＧ

braryHiTechNews,２０１５,３２(７):１２－１５．

６　D２L/Learn＠UW[EB/OL]．[２０１６－０８－２３]．https://www．

１６

图书馆嵌入式服务的研究进展及应用/周静怡
RecentDevelopmentofResearch,InspirationandApplicationonEmbeddedLibrarianship/ZhouJingyi



2
0

1
6

年
第6

期

wisconsin．edu/d２l/．

７　Dewey,B．I．Leadingthelibrarybyleadingthecampus:adeans

perspective[J]．Library Leadershipand Management２０１４,２９
(１):１－１０．

８　SimsKline．Theembeddedlibrary:beyondthecourseconnection
[J]．TheSoutheasternLibrarian．２０１５,６３(２):１１－１４．

９　Bell,StevenJ．Thelibrarianentrepreneur?demystifyinganoxyＧ

moron[J]．AgainsttheGrain,２０１３,２１(４):１８－２０．

１０　Pun,Raymond．Theembeddedlibrarianasanentrepreneurina

startupuniversity[J]．ReferenceServicesReview,２０１５,４３
(３):４３９－４４９．

１１　PramodSharma,KamalKumar,ParveenBabbar．EmbeddedliＧ

brarianship:librarianfacultycollaboration[J]．DESIDOCJourＧ

nalofLibrary & Information Technology,２０１４,３４(６):４５５

－４６０．

１２　Øvern,Karen Marie．FacultyＧlibrarycollaboration:twopedaＧ

gogicalapproaches[J]．JournalofInformationLiteracy,２０１４,８
(２):３６－５５．

１３　MarshallDH．Embeddedlibrarianshipinbranchsettings:cusＧ

tomizingliaisonservices[J]．New Library World,２０１４,１１５
(１１/１２):５０８－５１４．

１４　KaijsaCalkins,CassKvenild．Embeddinginthe２１stcenturyaＧ

cademy:crossingcurriculumandgeography．InternationalFedＧ

erationofLibraryAssociationsWorldLibraryandInformation

CongressProceedings(２０１１)[EB/OL]．[２０１６－０４－１９]．htＧ

tp://works．bepress．com/cass_kvenild/３/．

１５　Leibiger,C．A．Googlereignstriumphant?stemmingthetideof

Googlitisviacollaborative,situatedinformationliteracyinstrucＧ

tion[J]．Behavioral& SocialSciencesLibrarian,２０１１,３０(４),

１８７－２２２．doi:１０．１０８０/０１６３９２６９．２０１１．６２８８８６．

１６　HeathcockK．Embeddedlibrarians:JustＧInＧTimeorJustＧInＧ

Case? Aresearchstudy[J]．Journalof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inDistanceLearning,２０１５,９(１－２):１－１６．

１７　SLA,ShareyourresearchatSLA２０１５[J]．InformationOutＧ

look．２０１４,１８(５):４－４．

１８　Brenda Boyer．Designerlibrarian:Embeddedin K１２ online

learning[J]．TechTrends．２０１５,５９(３):７１－７６．

１９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通知[EB/OL]．
[２０１６－０５－２０]．http://www．moe．edu．cn/srcsite/A０８/moe_

７３６/s３８８６/２０１６０１/t２０１６０１２０_２２８４８７html．

２０　马克思主义学院介绍[EB/OL]．[２０１６－０６－０７]．https://zsy．

bfsu．edu．cn/．

２１　北京外国语大学:“寻找对象国里的马克思”推动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习[EB/OL]．[２０１６－０４－１９]．http://www．bj．xinhuaＧ

net．com/bjyw/２０１６－０４/１０/c_１１１８５７７３４８．htm．

２２　新华网专题报道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EB/OL]．
[２０１６－０４－１９]．http://news．bfsu．edu．cn/archives/２５４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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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DevelopmentofResearch,InspirationandApplicationonEmbeddedLibrarianship
—ACaseStudyofBeijingForeignStudiesUniversityLibrary

ZhouJingyi

Abstract:Thearticlereviewssomeembeddedlibrarianshipliteraturefrom２０１４to２０１５andsomerelated
webresourcesbasedonliteraturesurvey,internetsurveyandcomparativeanalysis．ItanalyzestheembedＧ
dedcontents,methodsandothernewfeaturesinnearlytwoyears,andprovidesinspirationforourembedＧ
dedservice．BeijingForeignStudiesUniversityLibraryembeddsthelibraryserviceontheundergraduate
courseIntroductiontothePrincipleofMarxism,inordertoadvanceembeddedlibraryserviceingeneral
coursesofcollegesand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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