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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现状调研分析

□洪跃∗　付瑶　杜辉　胡永强

　　摘要　１８家图书馆合作,通过网络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国内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教学

硬件与师资的基本信息、面向本科生开设的信息检索课程、面向研究生开设的信息检索课程、新

生培训、专题培训讲座、“嵌入式”教学、开展各项信息素养教育活动等七个方面进行了调研分析.
调研结果显示,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现状的总体情况较好,针对主要的六种教育模式存在的

一些问题,该文提出了应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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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G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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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高校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的实践中

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现了多元化、全方位的用

户信息素养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各馆发

展不均衡、教育理念保守、教育模式落后等问题.随

着微课、慕课等新型教育模式的兴起,高校图书馆的

信息素养教育也进入到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

就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现状进行了

全面调研和考察,梳理了信息素养教育的现状,查找

了现有问题,提出一些建议,旨在为国内高校图书馆

信息素养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１　调查概况

本次调查的是全国高等院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

育的现状.调查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３
月.调查内容主要是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教

学硬件与师资的基本信息、面向本科生开设的信息

检索课程、面向研究生开设的信息检索课程、新生培

训、专题培训讲座、“嵌入式”教学、开展各项信息素

养教育活动等七个方面.此次调研通过网络问卷形

式进行.问卷设计了７２个问题,由沈阳师范大学图

书馆主要负责,清华大学、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

院、贵州师范大学、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农业

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工

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北京工业大学、重庆大学、江苏大学、南宁职业技

术学院、安徽职业技术、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同
济大学等１７家高校的图书馆协助完成.共回收问

卷５４５份.问卷来自全国２８个省份的高校图书馆,
其中“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程”高校有７１所,普通高等

院校有３１４所,高职高专院校有１６０所.

２　基本信息的调查统计

２．１　教学硬件

拥有１－６个培训教室的图书馆占绝大多数,占
总数的８４７％;拥有７个以上的专用培训教室的图

书馆占总数的４１％;培训教室由学校统一安排的

图书馆占总数的４１％.没有培训教室的图书馆占

总数的７１％.
拥有教学电脑达到 １００ 台以 上 的 图 书 馆 占

３９１３％,拥有 ５０－１００ 台教学电脑 的 图 书 馆 占

２９１９％,拥有５０台以下教学电脑的图书馆占总数

的３１６７％.在投影仪方面,拥有１－６台投影设备

的图书馆占总数的８２１％,只有９３９％的图书馆没

有投影设备.

２．２　师资力量

信息素养培训教师数量在６人以内的图书馆占

总数的６２１％,７－１０人的图书馆占总数的２３３８％,
达到１１人以上的图书馆占总数的１４５２％.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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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员为培训教师的主要来源.有１８６所图

书馆邀请数据库商为读者开展过信息素养教育方面

的培训,有１７２所图书馆邀请过院系教师进行培训.
学历方面,从事培训的教师绝大多数拥有本科

以上学历,其中４２１所图书馆共１７６９位培训教师拥

有硕士学历,还有１００所图书馆共１９４名博士担任

培训教师.
职称方面,拥有中级职称的教师占绝大多数,

４２５所图书馆共有１７４６名培训教师拥有中级职称;
另外,３６８所图书馆拥有副高级职称的培训教师共

９５５人,１７５所图书馆拥有正高级职称２４５人.
只有６４所图书馆的培训人员全部为专职.３０２

所图书馆的培训人员为兼职,还有１２３所图书馆是

专职和兼职教师均有.

２．３　其他

图书馆网站拥有信息素养教育或相关栏目的图

书馆有２３６所,占总数的４３．３０％.此外,有３７５所

图书馆对本校学生开展过信息素养意识和能力方面

的相关调查,占到总数的６８．８０％.这在很大程度

上表明,高校图书馆对于学生信息素养的摸底工作

给予了足够重视,对于了解学生具体情况,开展有针

对性的信息素养教育具有很大帮助.

３　面向本科生的信息检索课程的调查、统计与分析

开设信息检索课程一直是高校图书馆进行信息

素养教育的主要方式.图书馆信息检索课程开设时

间早,历时长,课程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具有较高的

受众群体,是图书馆主推的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到

目前为止,被调查的５４５所高校图书馆中有３７７所

至少开设一门授课对象为本科生的信息检索相关课

程,比例达到６９．１７％.

３．１　课程基本情况

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文献检索课启蒙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期.调查显示(表１)最早开设文献检索课

的为湖北医药学院,开设于１９７７年,华东理工大学

开设于１９７９年.此后,文献检索课迅速发展,一大

批高校在８０年代初期开设了与文献检索相关的课

程,并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状态.
从课程名称来看(表２),开设课程的高校中有

７０．２９％的高校以“文献/信息检索”为课程名称;一
些专业性质比较鲜明的高校则侧重于专业信息检

索,如医学信息检索、经济信息检索等.

有２１％的高校将文献信息检索课区分为文科

和理科,还有７％的高校区分为科技类和文史类,其
他则未作区分.例如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文献检索

与利用”课程,按学科分为化工、理工和社科三类;华
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将“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分为理

科和文科.
在接受教育的对象中,本科一到四年级所有学

生都为接受教育的对象,但以大学二年级和大学三

年级的本科生为主.
有９４所高校将课程设为必修课,占２５％,而

２８３所高校将此课程设为选修课,占７５％.
在课时设置方面(表３),最少为２课时,最多为

７２课时,大多数高校图书馆的文献检索课程都为

１６/１８学时或者３２/３６学时,即上课频率为每两周

一次或者每周一次.
高校每学期平均接受教育人数在１００－５００人

的最多,有１１４所,占３３．４３％(表４).受教育人数

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开设课程的性质及配套师资与硬

件条件.以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该图书馆开

设本科生文献检索通识选修课,采取５０人小班教学

的形式,每学期开课的约６个班级,每学期平均接受

教育人数为３００人左右.而江苏大学图书馆开设

“文献检索与利用”必修课,平均每学期接受教育人

数为７０００人,为受教育人数最多馆.

表１　高校图书馆开设面向本科生的信息检索课程的年代分布

开设年代 高校数 比例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２ ０．６３％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７１ ２２．３９％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４８ １５．１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６１ １９．２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８４ ２６．４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 ５１ １６．０８％

有效问卷总数 ３１７

表２　面向本科生的信息检索课程的名称

课程名称 高校数 比例

文献检索 １０５ ２７．８５％

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 ５８ １５．３８％

信息检索 ５５ １４．５８％

文献资源检索与利用 ４７ １４．８２％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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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信息检索(中医药、艺术、医药、医

护、药学、建筑、法学、经济、艺术等)
３０ ７．９５％

学科信息检索(人文、社会科学、科技) ２５ ６．６３％

网络资源(信息)检索与利用 １９ ５．０４％

信息素养与信息资源检索 １７ ４．５０％

如何利用图书馆 １２ ３．１８％

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 ５ １．３２％

其他 ４ １．０６％

有效问卷总数 ３７７

表３　面向本科生的信息检索课程的课时

课时 高校数 比例

１－１５ ２６ ６．８９％

１６－２０ １４６ ３８．７２％

２１－２５ ３２ ８．４８％

２６－３０ ３３ ８．７５％

３１－３５ ９０ ２３．８７％

３６及以上 ５０ １３．２６％

有效问卷总数 ３７７

表４　面向本科生的信息检索课程的每学期平均受教育人数

接受教育人数 高校数 比例

１００以下 ５７ １６．７１％

１００－４９９ １１４ ３３．４３％

５００－９９９ ５０ １４．６６％

１０００－１４９９ ３２ ９．３８％

１５００－１９９９ ２６ ７．６２％

２０００－２９９９ ４５ １３．１９％

３０００－３９９９ １０ ２．９３％

４０００－４９９９ ５ １．４６％

５０００以上 ２ ０．５８％

有效问卷总数 ３４１

３．２　教学内容与方法

作为一门方法类课程,超过半数的图书馆没有

指定教材;有３０％的图书馆选用任课教师自编的教

材,均为正规出版发行的图书;只有７％的图书馆使

用他编教材,被选用的教材多是来自清华大学出版

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信息检索类相关图书;有

８％的图书馆使用规划教材,这些院校以医学类高校

和高职高专院校为主,使用卫生部统编教材和“十二

五”规划教材.

各学校在教学内容中涉及了与文献检索相关的

众多内容,但更多图书馆将教学内容集中在信息检

索基础知识、常用数据库与网络资源的检索方法等,
针对信息的管理、评价与利用的教学内容相对较少

(图１).

图１　面向本科生的信息检索课程的教学内容

在教学方法上,９４．７％的高校图书馆都采用“课
堂讲授＋教师操作演示＋学生上机实习”相结合的

经典教学方法.并且学生上机实习的课时为课程总

课时的１/３至１/２.但也有１７所院校未专门安排上

机时间,而是采用课后学生自行练习的方式来完成

实践.信息检索作为一门操作性较强的课程,有必

要给学生留出充分时间进行实际练习,以便吸收消

化理论知识.
此外,还有部分图书馆开发了信息检索教学平

台,通过网络授课的方式完成课程教学.如北京工

业大学图书馆的文献检索教学平台和复旦大学图书

馆的信息检索与利用网络课堂.各图书馆在文献检

索课程中融入了许多创新教学模式(表５).最广泛

采用的是应用案例教学法和任务驱动教学法.此

外,项目教学法、激励型教学法、Big６教学法、TBL
教学法等也被广泛应用于信息检索课的教学实

践中.
调查统计显示(表６),各高校图书馆为在教学

实践中达到最佳效果,积极将各种创新教学方式和

手段引入课堂.其中交流互动就是被最广泛采用的

方法之一.此外,还有图书馆进行“课间秀”,或以小

组为单位独立完成学习任务,从而给学生锻炼和展

示的机会.在课程设计中,融入“阶段式”教育理念,
对学生进行“渐进式”教育.或采用融入教学竞赛的

“一体化”方法,让学生在竞赛与游戏中愉快学习.
应用最新的教学方法,有助于促进文献检索课

的发展.近两年微课、慕课、翻转课堂逐渐被人们所

了解,图书馆也与时俱进,将这些最新教学手段应用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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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信息检索课的教学中(表７).虽然采用这些最新

教学方法的图书馆并不多,还处于萌芽阶段,但相信

随着教学理念的发展,必然有更多图书馆采用这些

最新的教学方式来优化面向本科生的信息检索

课程.
表５　面向本科生的信息检索课程的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 高校数 比例

应用案例法 ２４２ ７３．１１％

任务驱动教学法 １６２ ４８．９４％

PBL教学法 １１８ ３５．６４％

需求驱动教学法 １１８ ３５．６４％

项目教学法 ９５ ２８．７０％

激励型教学法 ７３ ２２．０５％

Big６教学法 ３８ １１．４８％

TBL教学法 ３３ ９．９６％

５E教学法 ２３ ６．９４％

习明纳课模式 １６ ４．８３％

其他 １４ ４．２３％

NTeQ整合技术促进探究法 ３ ０．９０％

有效问卷总数 ３３１

表６　面向本科生的信息检索课程的教学方式/手段

教学方式/手段 高校数 比例

互动交流 ３０４ ８３．７４％

课堂展示 ２６５ ７３．００％

分组讨论 １７３ ４７．６５％

阶段式教育(入门、提高、创新篇) ７３ ２０．１１％

教学竞赛一体化(分组竞赛、互动讨论、

评定总结)
５３ １４．６０％

课间秀 ２７ ７．４３％

其他 １４ ３．８５％

有效问卷总数 ３６３

表７　面向本科生的信息检索课程的最新教学方法

最新教学方法 高校数 比例

最新教学方法 高校数 比例

翻转课堂 ３４ ３３．３３％

微课 ３２ ３１．３７％

MOOC ３０ ２９．４１％

其他 ７ ６．８６％

有效问卷总数 １０２

３．３　考查方式与效果评价

大部分图书馆都以多种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成果

进行考核,其中出勤情况和平时作业是使用最广泛

的两种方式,在这两项的基础上,再增加期末考试,
然后得到学生的最终成绩.采取开卷考试为期末考

核方式的图书馆最多,仅有少数图书馆采用闭卷考

试的方式(图２).此外还有其他考核方式,如北京

语言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等采用课题检索报告的

方式,考查学生对检索方法的综合掌握情况;上海商

学院等采用撰写课程论文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成果

进行考查;南开大学在考察方法中融入学生学习成

果个性化展示环节,让考核生动有效;还有部分图书

馆不设置考试或考核环节.
大部分高校都对课程是否达到预期效果进行了

评价(图３).采用课堂反馈与交流方式的最多.此

外,还有一部分院校借助学校教务处统一的评教系

统以及教务处统一组织督学听课的方式来进行课程

效果评价.

图２　面向本科生的信息检索课程考试/考查方式

图３　面向本科生的信息检索课程效果评价方式

４　面向研究生的信息检索课程调查、统计与分析

面向研究生的信息检索课程的调研内容与面向

本科生的信息检索课程的调研内容基本一致,调研

结果显示的规律和趋势与面向本科生的信息检索课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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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略有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４．１　课程基本情况

开展面向研究生的信息素养教育课程的图书馆

共有１３４所,占总数的２４．５８％.其中安排学生上

机实习的课时一般占总课时的１/３.课程以选修课

居多.研究生一年级新生是主要授课群体.课程多

不区分学科.每学期平均受教育人数在１００人以下

的图书馆居多.

４．２　教学内容与方法

多数图书馆并不指定教材,相比面向本科生的

课程可以看出,面向研究生的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更

加侧重对信息利用方面的知识的讲解,增加了论文

写作与投稿、文献管理软件、学术道德方面的教学内

容.此外少数图书馆的教学内容还包括情报学基础

理论、科研课题选题方法、学术研究过程中的规范、
学术论坛、课题查新、文献传递与全文获取方法、信
息分析方法、专业软件使用(如医学)等.面向研究

生的信息素养教育课程应用最多的创新教学法是

“应用案例法”.有１５所大学图书馆采用了“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有１４所大学图书馆采用了“慕课”教
学模式,有１１所大学图书馆采用了“微课”教学模

式.对业界起到很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经过实践

检验,运用成熟后,可以普遍推广.

４．３　考核方式与效果评价

面向研究生的信息检索课的考核方式以期末开

卷考试为主,提交文献综述、撰写综述论文、为导师

所定课题撰写综合检索报告、提交项目检索汇总报

告等考查方式也占有一定比例.可见,对研究生信

息素养能力的考核更倾向于与其所在专业、学科紧

密联系,达到学以致用的授课目的.

５　关于新生培训的调查、统计与分析

５．１　新生培训形式

新生培训是引导新同学了解图书馆的资源与服

务、建立对图书馆初步印象的重要途径.调查显示

(表８),几乎所有的高校图书馆都采用了两种以上

的教育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新生教育.以发

放新生手册等宣传材料、现场讲解与参观图书馆这

两种形式最为普遍.还有一些非常有新意的教育形

式,如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通过沙画视频、武汉

大学图书馆通过举办书海寻宝和知识问答等活动来

吸引新生,加深他们对图书馆的认识.

表８　新生培训形式

培训形式 高校数 比例

开展新生讲座与培训 ４３５ ８３．９７％

发放新生手册等宣传材料 ３６８ ７１．０４％

现场讲解与参观图书馆相结合 ３５０ ６７．５６％

网络培训与问答 ８４ １６．２１％

其他 ２５ ４．８２％

有效问卷总数 ５１８

５．２　“面对面”式培训

“面对面”式的培训是高校图书馆开展新生入馆

教育的最主要途径,这一培训模式的实现途径主要

是课堂讲授与图书馆参观两种.调研显示,有７６％
的高校图书馆要求新生入学必须全部参加入馆教

育,从而保证了新生教育的覆盖面.有１５％的图书

馆采用自愿参加入馆教育的方式,还有９％的图书

馆则是组织部分院系的新生参加入馆教育.
新生培训的班级人数多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培训的效果.调查结果显示(表９),单场培训采

用最多的是以学院为单位、礼堂式全员培训、百人以

上规模,这三种大班型的培训之和比例高达 ６２．
１１％.而采用效果最好的以４０人以内小班形式开

展培训的图书馆仅有８．０６％.人数过多的大班培

训方式,会严重影响培训的效果.

表９　新生培训单场人数

单场培训人数 高校数 比例

４０人以内 ４０ ８．０６％

４０－７０人 ８２ １６．５３％

７０－１００人 ６６ １３．３１％

１００人以上 ８４ １６．９４％

学院为单位 １８３ ３６．９％

全体学生 ４１ ８．２７％

有效问卷总数 ４９６

在新生培训工作中,图书馆的人力资源明显不

足.为缓解这个问题,一些图书馆开始尝试通过聘

用学生志愿讲解员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调查结果显

示,有１８．６２％的高校图书馆聘用了学生讲解员.
以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该馆以读书文化节为

契机,每年招聘３０－４０名对图书馆较为了解、且语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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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表达能力较强的学生作学生讲解员,并对他们进

行集中培训,以达到图书馆所要求的标准.

５．３　新生专栏

越来越多的高校图书馆开始注重新生专栏这一

新兴的教育阵地,调研显示,共有１５３所高校图书馆

在网站上开辟了新生专栏,占总数的３０％.其中５０
所参与调查的“２１１工程”高校的图书馆当中,有２８
所拥有新生专栏,占比达到５６％.

从栏目内容看,调研显示(表１０),最多的是宣

传网页、PPT或PDF格式的宣传材料,此外,视频动

画、图片秀等较为直观的形式也是各高校图书馆比

较乐于使用的方式.一些更为新颖的形式,如虚拟

场景导航和排架游戏等,则由于技术门槛较高、设计

难度较大,因此只有非常少的图书馆应用.此外,还
有３７所高校图书馆在新生专栏中提供相应的自测

题.如温州大学图书馆将自测题与开通借阅权限相

挂钩,测试通关的同学才能开通借阅权限,在一定程

度上保证了培训效果.

表１０　图书馆网站新生专栏的栏目内容

栏目内容 高校数 比例

宣传网页/PPT/PDF １０８ ４３．９０％

馆长寄语 ６６ ２６．８２％

图片秀 ４６ １８．６９％

视频动画 ５７ ２３．１７％

自测题 ３７ １５．０４％

虚拟场景导航 ６ ２．４３％

排架通关游戏类 ３ １．２１％

有效问卷总数 ２４６

６　专题培训讲座的调查、统计与分析

在调研的５４５所高校图书馆中,有４９９所开展

过专题培训讲座,占９１．５％.

６．１　主题内容

总体来看,专题培训的主题仍以图书馆数字资

源和网络信息的检索与利用为主,但近几年图书馆

也在不断拓展主题范围,以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需

求,调研显示有１２１所图书馆增设了有关“计算机及

常用软件使用”“新技术新媒体”“就业指导”“科学研

究方法”“学科信息资源检索”等方面的专题讲座,如
浙江大学开设有“OFFICE 各类应用软件使用介

绍”;沈阳师范大学开设有“３D打印”“微视频制作”;

中华女子学院开设有“进入职场:应聘和面试”;清华

大学图书馆开设有“开题立项前的文献调”“论文写

作与投稿指南”“物理\化学\航天航空\医学\材料

类学科信息资源概述与检索”等专题讲座.

６．２　讲座的时间、场次、人数

讲座的时间安排要充分考虑到是否与学生的专

业课时间冲突,为了让更多学生听到讲座,大部分图

书馆会将讲座时间安排在下午或晚上９－１０节,更
有１５所图书馆选择学生较少有课程的晚上１１－１２
节进行专题培训(表１１).

每学期开展培训讲座的次数(表１２)在１－１０
次的图书馆居多,占总数的 ７４．４４％.每学期开展

次数达 到 ４０ 次 的 只 有 １０ 所 图 书 馆,占 总 数 的

２．０３％.
每学期接受培训人数达到１０００人以上的图书

馆有１０２所,占２０．７３％,受培训人数为５００人以下

的有２８５所图书馆,占到５７．９２％.５０１－１０００人的

有１０５所图书馆,占２１．３４％.总体看,图书馆专题

培训讲座的受教育人数还比较多,多数图书馆每场

平均都在５０人以上.

表１１　专题培训讲座的时间分布

培训时间 高校数 比例

上午 １０９ ２２．１０％

下午 ４２３ ８５．８０％

晚上９－１０节 １６０ ３２．４５％

晚上１１－１２节 １５ ３．０４％

有效问卷总数 ４９３

表１２　专题培训讲座的场次

每学期培训场次 高校数 比例

１－１０次 ３６７ ７４．４４％

１１－２０ ７３ １４．８１％

２１－３０ ２８ ５．６８％

３１－４０ １５ ３．０４％

４０次以上 １０ ２．０３％

有效问卷总数 ４９３

６．３　培训方式

培训讲座以教师讲授形式进行的有４７８所图书

馆,此外有部分图书馆还同时上传了网络培训课程,
或通过网络课堂进行授课,或请数据库商作为培训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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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授课等.其他创新还有:北京大学的答疑式讲座;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根据电子资源特点,主动联系

各学院教研室设置专题讲座;山东师范大学根据学

生学业进程,安排不同的内容培训等.
培训讲座结束后,一些图书馆也会在网上及时

共享课件、讲稿和视频等课程资源,供学生课后学

习.有１９７所图书馆提供校园IP范围内的资源下

载服务,占４０．４５％.１３４所图书馆提供开放下载,
还有１５６所图书馆不提供下载.不提供课件等资源

下载的图书馆的比例达３２．０３％.
针对因各种原因无法听到课程的学生,除提供

课程资源供线上自学外,还有２４５所图书馆提供专

题培训讲座的预约服务,占５０．５２％.学生可以预

约讲座的主题及时间,图书馆老师根据预约请求,有
针对性地为其进行专场培训.但也有２４０所图书馆

不提供自行预约服务,占４９．４８％.两种情况基本

持平.

６．４　宣传推广

调研显示(表１３),大多数高校图书馆都采用多

途径、立体化的宣传方式,最大程度地吸引学生参与

培训.图书馆主页、电子显示屏、海报、数据库商宣

传单是最常用的组合宣传方式.其他宣传推广方式

还包括 QQ群、学校办公系统、与院系辅导员联系、
在学生公寓黑板张贴培训日程、短信平台通知、校园

BBS、教学网站等.

表１３　专题培训讲座的宣传方式

宣传方式 高校数 比例 宣传方式 高校数 比例

图书馆主页 ４３６ ８９．３４％
图书馆自制

宣传单
１９４ ３９．７５％

官方微博 １１６ ２３．７７％
手绘/印

制海报
３０９ ６３３１％

官方微信 １０９ ２２３３％ 易拉宝 １２３ ２５２０％

图书馆博客 ６２ １４３１％
数据库

使用手册
１７５ ３５８６％

电子显示屏 ２１３ ４９１９％ 其他 ６３ １２９０％

数据库商宣传单 ２１０ ４３０３％ 有效问卷总数 ４８８

７　对“嵌入式”教学的调查、统计与分析

７１　“嵌入式”教学的总体情况

自２００３年起,高校图书馆尝试将“嵌入式”教学

法引入信息素养教育.被调查的５４５所图书馆中,

已有９７所开展了“嵌入式”教学服务,占调研总数的

１７７９％.这表明“嵌入式”教学正在逐渐地、稳步地

开展.从嵌入课程的数量分布来看,能够嵌入学校

１－３ 门课程的图书馆占大多数,共有 ５３ 所,占

５４６４％.虽然绝大多数图书馆都是在“摸着石头过

河”,但也有少数图书馆取得了显著成效,嵌入课程

的数量达到了一定高度,如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交

通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沈阳师范大学图书

馆,他们嵌入的课程均达到２０门以上,武汉大学图

书馆更是嵌入了全校３０多门课程,为所有图书馆之

最.５０所图书馆的累计嵌入学时在１５课时以内,
占开展嵌入式教学的图书馆的５１５４％.

７２　“嵌入式”教学模式

“嵌入式”教学一般有虚拟嵌入和实体嵌入两种

模式.提供虚拟“嵌入式”教学的图书馆共有８７所,
占８９６９％.提供与学科相关的网络学术资源是多

数图书馆的做法,有５９所图书馆采用.另外,提供

与学科相关的教学课件、教学参考书目、信息素养实

习题与指南,利用即时通讯工具进行在线咨询互动

等,也是这些高校图书馆常用的嵌入方式.
提供实体“嵌入式”教学的图书馆有９４所,占

９６９０％.讲授相关信息素养知识是多数图书馆“嵌
入式”教学的主要内容,有７７所图书馆提供此类服

务;课堂互动答疑也是各馆主要采用的嵌入方式,有

５２所图书馆提供.此外,“嵌入式”教学的方式还有

参与课程设计/大纲讨论/分析教学案例、收集反馈

信息用于调整教学、评判学生作业、提供上机实习指

导等.

８　关于开展各项信息素养教育活动的调查、统计与

分析

８１　举办读书会活动

被调查的５４５所高校图书馆中,有３４１所曾举

办读书 会 等 活 动 进 行 信 息 素 养 教 育,比 例 达 到

６２６％.读书会可以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丰富学

生知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具有特别积极的作用.
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读书月、读书节为契

机,开展读书会等活动;二是依托学生社团或成立读

书社,定期举办读书活动.

８２　举办检索竞赛活动

通过调研发现,竞赛式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已悄

然兴起,目的是通过“以赛促学”来提升信息素养教

６９

国内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现状调研分析/洪跃等
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ftheUniversityLibrary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HongYue,etal．



2
0

1
6

年
第6

期

育.被调查的５４５所高校图书馆中,有１８４所举办

过检索赛等竞赛活动.检索赛等竞赛活动与传统信

息素养教育模式相比,更有趣味性,更能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更能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图书馆

的各种电子资源和服务内容,快速掌握检索和使用

电子资源的技巧,增加利用图书馆各种电子资源的

兴趣.

８３　举行讲座、报告

讲座、报告类活动也是促进信息素养教育的常

用方式.被调查的５４５所高校图书馆中,有２２４所

举办过真人图书馆、专家讲坛、沙龙等讲座、报告类

活动来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２００８年,上海交

通大学图书馆首次尝试真人图书馆,随后在国内图

书馆引发新潮流,现已成为信息素养教育的新模式.
各高校图书馆都在着力打造自己的专家讲坛品牌,
如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文华讲坛”、国防大学图书馆

的“周六讲坛”、北华大学图书馆的“书苑讲坛”等.

９　对全国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现状的思考与

建议

９１　传统信息素养课程的普及化、层次化、系列化

(１)课程开设普及化.
传统信息素养课程通常是指针对本科生和研究

生的信息素养教育学分课程,特别以“文献信息检

索”类课程为主.１９８４年,教育部印发«关于高等学

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的通知,自此高校

图书馆纷纷开设文献检索课.３０多年来,每年都有

相当数量的图书馆开设课程,但也有很多高校图书

馆因各种原因而不得不停开课程.时至今日,面向

本科生的开课率仅为６９１７％,并没有预期中那样

达到很高的普及率.与此同时,面向研究生的信息

素养教育课程的开课率更是低至２４５８％.传统信

息素养课程的低开课率现象令人堪忧.虽然绝大多

数高校图书馆已将信息检索课程申请为一门通识类

选修课,但还没有像英语、计算机、思想政治等课程

一样,将信息素养课程纳入到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

必修课中去.当然,这与学校对信息素养教育的重

视程度、图书馆的师资力量、教学硬件条件等因素有

直接关系.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

学校图书馆规程»中特别指出“图书馆应重视开展信

息素质教育,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加强信息素质课程

体系建设”[１].因此,高校图书馆有责任也有义务高

度重视信息素养教育工作.高校图书馆可以一方面

努力争取学校对这门课程的重视程度,给予一定师

资和教学硬件的投入,另一方面可以尝试先在有强

烈需求的部分学院开设面向本科生或研究生的必修

课程,再逐步扩展到全校范围,最终使信息素养教育

课程在高校得到最大范围的普及化.
(２)课程内容区分化.
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应该贯穿于学生的

整个学习阶段,针对每个阶段的特点和需求,通过不

同的教学内容和方式给予相应的指导;不同专业、不
同学科的学生对信息素养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

也非常需要进行区别化教学.而调研结果显示,信
息素养教育课程的授课对象集中在本科大二、大三

学生以及研究生一年级学生.７０％以上的高校图书

馆的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不区分学科.这就存在教学

与需求严重脱节的现象,学生在低年级学习的信息

检索知识,在高年级面临毕业论文写作、课题研究时

发现很多已经遗忘,而这时却没有相应的课程给与

学生辅导.不分学科和专业的普适型教育,也使学

生无法将所学的信息检索知识与专业知识进行有机

结合,不能更好为科研创新提供支持.信息素养教

育是一个过程教育,高校图书馆应该充分认识到不

同年级、不同学科的学生对信息素养需求的差异性,
开展具有层次化的连续性信息素养教育课程,通过

阶段式的教学,由浅到深、由简到繁地逐步提升学生

的信息素养水平.
(３)课程内容系列化.

２０１５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发布的«高
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认为信息素养是指包括对信

息的反思性发现,对信息如何产生和评价的理解,以
及利用信息创造新知识并合理参与学习团体的一组

综合能力[２].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面临

的整个信息生态环境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革,日
益多元的新型信息环境对大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也

提出新的要求,而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具备这样的

综合能力是当前高校图书馆教育者需要应对的紧迫

问题.调研显示,有７０２９％的高校以“文献/信息

检索”为课程名称,教学内容多与文献检索相关,特
别集中在信息检索基础知识、常用数据库与网络资

源的检索方法等内容.这间接说明国内高校图书馆

依然狭隘地认为培养学生的“文献信息检索能力”就
是提升了学生的信息素养,致使多年来的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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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显著,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不容乐观.高校图

书馆应积极开设与信息素养有关的系列课程,拓展

信息素养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避免信息素养教学

的单一化和边缘化,根据学生需求,开设如图书馆资

源与服务概况、信息检索、分析与利用、信息组织与

管理、学术论文写作、信息伦理与安全等系列课程,
注重学生的检索技能和辩证思维的双重培养,从而

全面建构学生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体系,增强

其创新能力.

９２　新生培训创意化

当代大学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充满自

信,乐于接受挑战,喜欢充满激情和新鲜的事物,渴
望通过参与互动成为团队的焦点[３].因此,单一的

说教式、灌输式的教育思路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

求.新生培训一直是图书馆开展入门信息素养教育

的重要阶段,高校图书馆应该充分利用这个契机,吸
引新生关注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因此,进行全员、
高质量、创意化的新生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调研

显示,９５０４％的高校图书馆开展了新生培训,但单

一的大班式培训仍是主流,这种培训方式的实际成

效并不理想,虽保证了培训人数,但走马观花式的教

育最终使培训流于形式.多数高校无法进行小班精

致教学,主要是受限于师资力量不足,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部分高校图书馆创新地尝试聘用学生讲解员,
收到很好效果,值得业内推广.网站上的新生专栏

是基于互联网的一种自助学习模式,易于吸引新生

的注意力,降低图书馆在其心目中的神秘感和刻板

印象,进而拉近图书馆与学生的距离,是传统面对面

新生培训模式的有力补充.但多数高校图书馆的新

生专栏的设置还相对保守、单调,应结合文字、视频、
音频、图像等多种媒体形式进行创新设计.如果技

术允许,还可以设计自测题、３D虚拟场景导航、通关

游戏等内容,拍摄微电影、沙画等宣传视频,使新生

教育寓教于乐.除面对面的培训和在网络上开设新

生专栏外,高校图书馆还应该通过策划一系列的创

意活动来迎新,让新生通过活动潜移默化地接受图

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

９．３　专题培训立体化

专题培训讲座是将系统的信息检索知识化整为

零,分解成更为实用的知识章节,方便学生快速学

习,它是一种可自由选择的学习模式,学生可以根据

个人需求与学习兴趣自主选择专题听课,是对传统

的信息素养教育学分课程的有效补充[４].调研显

示,多数高校图书馆的专题培训在培训内容、师资、
时间、宣传、资源、方式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单一化问

题.高校图书馆应从读者需求出发,打造全方位、立
体化的专题培训.首先应扩展与延伸培训主题,如
增设计算机及常用软件使用、职场入门培训、新媒体

新技术介绍等内容.其次,组建立体化的师资队伍.
考虑外聘数据库商培训师、学院专业教师、校外人士

等加入到专题培训讲座的教师队伍中.三是培训时

间宜覆盖各个时间段,循环举办讲座,如果条件允

许,可尽量安排在学生课程较少的１１－１２节课进

行,从而让更多学生受益.四是打造传统媒体与新

媒体、硬宣传与软宣传、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全方位

的立体化营销模式,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自愿来参

加专题培训.五是加强开放共享的意识,及时发布

培训讲座的课件、讲稿、视频等教学资源,供学生自

由下载、学习使用.六是除日程化培训外,主动提供

培训的预约与定制服务,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９．４　“嵌入式”教学策略化

与传统的信息素养教育形式相比,“嵌入式”教
学还没有被多数高校图书馆充分认识和普及.调查

显示,高校图书馆开展“嵌入式”教学并非一帆风顺,
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阻碍,而那些成功开展“嵌入式”
教学的图书馆,主要通过两种策略进行破冰服务:一
是图书馆直接与学校教务部门、学院主管领导进行

沟通,再传达给任课教师,寻求合作的突破口.让院

系领导层认同这种新型教学模式,并得到任课教师

配合,是这种策略面临的主要挑战.二是学科馆员

直接联系院系教师.根据学校课程的安排,主动联

系那些课程当中包含文献信息检索相关知识的专业

课程,直接与任课教师沟通、合作.这种方式的最大

挑战是图书馆员的沟通能力和学校的相关教学规定

的限制.两种方式各有千秋,各高校图书馆需结合

本校情况进行探索.
虽然“嵌入式”教学在国内刚刚起步,但一些图

书馆已经成功打开局面并取得不错的成绩,他们虽

采取了各不相同的策略,但殊途同归,其经验值得同

行借鉴.调查显示,在开展嵌入式教学的高校图书

馆中,嵌入到“科研方法”、“论文写作”方面课程的情

况居多,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嵌入的“专业文献检索”
“科技论文写作”课程;复旦大学图书馆嵌入到管理

学院的“研究方法”课程等.这说明相对于其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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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科研方法”“论文写作”这些课程会涉及到更

多的与文献检索相关的知识,因此也比较适合开展

嵌入式教学.此外,也有一些图书馆以专业课为突

破口.如武汉大学图书馆面向传播学专业必修课“网
络经济概论”开设嵌入式教学,与主讲教师在课程设

计、授课方法、课程目标方面进行充分沟通,结合师生

的需求制定嵌入方式和内容,对学生使用学术文献的

基本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估,采用竞猜、分组竞赛等方

式进行实践操作,指导学生有效地收集和筛选文献、
规范参考文献格式,最后对课程作业进行点评.

９．５　信息素养教育活动丰富化

信息素养教育的方式除课程与培训外,还可以

通过开展丰富的活动来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调研

显示,各高校图书馆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多种活动

促进信息素养教育,形式主要集中在读书会、检索大

赛、真人图书馆、专家讲坛等.图书馆开展的丰富多

彩的活动也在潜移默化地提升着学生的信息素养意

识与能力,而如何开展有效的创新活动,则需要图书

馆精心策划与设计.一些图书馆的活动就非常有特

色,如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开展学生实验室、研究生

学习室的现场调研、培训及辅助活动;哈尔滨理工大

学图书馆与数据库商合作评选数据库的推广形象大

使,促进学生对数据库的认识;武汉大学图书馆开发

设计网络教育游戏“拯救小布”,将有关图书馆的借

阅规则、历史概况、资源服务和宣传活动的信息融入

到游戏题目中,寓教于乐,使学生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接受图书馆的教育培训.这些活动新颖

别致,深受学生喜爱.

９．６　师资队伍专业化

无论是传统信息素养教育活动的开拓创新,还
是先进教育模式的采用,无论是嵌入式教学的深入

开展,还是专题培训的延伸与立体化,都需要从事信

息素养教育的教师具有极高的专业素质、充沛的精

力与时间,这是兼职或非专业化教师所无法具备的,
图书馆需要组建高度专业化的从事信息素养教育的

专业教师队伍,而依据目前的调查结果,我国具有专

业教师队伍的图书馆只有６４所,占被调查总数的

１３％,大部分图书馆还没有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专

业化教师队伍,那么这些图书馆要实现信息素养教

育的改革目标,举办充满新意、更加丰富的信息素养

教育活动,必然会受到人力资源不足的掣肘,因此培

养和扩大具有高度职业素养的专业化教师队伍是我

们做好信息化素养教育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通过以上调研,可见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的信

息素养教育的现状总体情况较好,但面向本科生和

研究生的信息检索课程、新生培训、专题培训讲座、
“嵌入式”教学和各种信息素养教育活动这六项主要

的教育模式,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因篇幅有

限,更细的调研数据无法在此一一陈述,只期望通过

此次调研,能够使全国高校图书馆的同行能够对高

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现状有个整体的认识与把

握,从而更好地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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