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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辈教育模式在图书馆用户培训中的应用

———以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

□李金芳

　　摘要　基于朋辈教育模式在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用户培训中的应用,详细介绍了协作式朋

辈培训模式的建立、框架与流程、实践以及评价,同时分析了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的构成要素、影

响因素和完善途径.构成要素包括协作、图书馆员引导、活动管理;影响因素包括多角度的主题

设计、层级的激励机制、图示工具的使用;完善途径包括丰富活动定位,开展信息文化教育,全开

放式流程管理,树立多维能力培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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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随着数字化学习环境的建设和信息技术的变

革,网络学习、混合式学习与协作学习(collaborative
models)等正成为高等教育领域对教学、学习以及创

造性探究产生影响的教育形式[１].目前,图书馆员

以面授形式开展主题培训、通识教育课程以及与教

师合作嵌入专业课程是图书馆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的

主要方式[２].教育者的角色和作用仍然是传统意义

上的教师,而学生的作用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充

分体现,信息素养教育的模式需要完善.
朋辈教育(peereducation)是一种利用朋辈开

展分享活动的教育形式,多被用在健康教育、社交和

学生管理、课堂教学和大学新生的适应性教育中.
其最大的特点是尊重教育对象、平等、形式活泼和参

与性强,以交流为核心,不以要教会别人什么为目

标,而是在彼此讨论之后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

改变态度[３].朋辈教育模式具有诸多益处.对教育

者而言,朋辈教育最具影响力的元素是朋辈支持、有
意义的贡献、教学/领导角色 和 学 生 的 自 主 身 份

(ownership)[４],这些元素在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方面具有战略价值.对于学生而言,朋辈指导在促

使学生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缓和紧张的师生关系、

促进学术技能发展方面具有正面影响[５],还能改善

学生的教育经历,促进教育形式的多样化,提高学生

的学业成绩[６].
理论上讲,图书馆可以在学习服务、写作服务、

IT服务、学习支持服务、信息素养和教育技能培训、
小组讨论与咨询等工作中,通过讲座、现场观摩、戏
剧表演等方式广泛应用朋辈教育模式[７].首都师范

大学图书馆将朋辈教育模式应用在用户培训活动

中,并建立了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同时开展跟踪

式的案例研究,通过观察法、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

形式进行半结构化的效果评价与要素分析,讨论了

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的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探讨

有益于完善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的几个方面.

２　图书馆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以首都师范大

学为例

２１　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的建立

２０１４年,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开始采利用朋辈

教育模式,开展“朋辈风采讲堂”活动,鼓励大学生通

过交流、分享与展示,实现学术能力、管理能力与协

作能力的提升.活动采用策展学习(CurationLearnＧ
ing)教学法.策展学习教学法以内容策展(Content

８８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计划面上项目“国内外在线信息素质教育比较研究”(项目编号:SM２０１５１００２８０１７)的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李金芳,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４５６３Ｇ３２２９,li_jinfang＠１２６．com.



2
0

1
7

年
第2

期

图１　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的框架与流程

Curation)为主,是指利用网络进行主题检索、获取

与评价、组织与分享,是协作式学习的一种教学方

法[８].营销大师贝斯．坎特(BethKanter)认为:内
容策展是一个在网络上筛选内容,然后以富意义、有
组织的方式,针对一个特定的主题呈现出来的过程.
而内容策展应用软件Curata的总裁帕万．德什潘德

(PawanDeshpande)则形容内容策展为“一个针对

某个题目去寻找、组织、以及分享最佳的、最精准的

内容的做法”.

２．２　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的框架与流程

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由主题征集、预选主题讨

论会、自组织主题活动设计、主题活动呈现、活动总

结与认可等阶段组成(图１).

■阶段一:主题征集.
教师推荐、社团组织、自由申报(见表１)是当前

的主题征集途径.其中,社团组织是通过与学生会、
团委、研究生会等合作,通过研究生会学术部、重点

项目中心朋辈导师项目组向学校各社团发布活动信

息,由各社团自荐主讲人和预选主题.自由申报是

全校学生通过读者服务月活动现场、读者调查、QQ
群、问卷星、微信等途径填写申请表单,图书馆员根

据新颖性、专业性、应用性三原则筛选得到预选

主题.
表１　主题征集

途径 发起人 面向对象 主题方向

教师推荐
图书馆员

选 修 信 息 素

养 类 检 索 课

的学生

教师 选课学生

根据学生学业、研究

与兴趣等推荐

社团组织
朋 辈 导 师 工

程联络人
学术社团

与社 团 活 动 主 题 相

关 的 经 验、技 巧 与

交流

自由申报 图书馆员 全校师生 无

■阶段二:预选主题讨论会.
主题讨论分三步走(见图２),主要完成小组组

建、增进了解、开展交流以及确定主题活动的框架和

内容.当主题活动变化较大时,允许小组调整负责

人和成员.

图２　预选主题讨论会

■阶段三:设计主题活动.
该阶段是活动的核心阶段,要建立协作的基础

并完成讨论、主题互动设计以及试讲与活动模拟等

工作(见图３).图书馆员的指导比较细致具体,会
从确定题名、筛选内容、课件制作、参与性活动设计

到活动各模块时间分配等提出一些调整或修改

建议.

■阶段四:活动呈现.
小组提供宣传文字、配图等素材,用以设计主题

海报,通过海报、微信等宣传,并开展主题分享活动.

■阶段五:活动总结与活动认可.
活动总结包括活动体验、收获、反思和期待等,

提出有利于个人进步和活动改进的意见和建议.活

动认可是鼓励学生的一种有效的低成本的方式,有
奖励和表彰两种形式,前者是颁发奖品,后者是由图

书馆出具«社会实践证明».认可的方面包括组织与

协调能力、教学能力、方案设计能力、信息素养能力、
表达能力等.

２３　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的实践

自２０１４年起,配合图书馆的读者服务月活动,
每年举办４－５个主题分享活动.２０１４年的活动主

要由教师推荐和自由申报,２０１５年与２０１６年,则与

研究生学术部以及朋辈工程项目组合作,采取社团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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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设计主题活动

组织方式,活动信息见表２.
表２　主题分享活动

年份 题目 报名方式 参与人数

２０１４ 注释与历史学论文写作 教师推荐 ７

２０１４ 刀与火的文字———甲骨艺术微探 自由申报 １５

２０１４
学术 交 流 与 资 源 共 享 网 络 平 台

推介
自由申报 ２４

２０１４ 韩流的背后———可以说的秘密 自由申报 １３

２０１４
莎士比亚之爱情观 VS李商隐之

爱情观
教师推荐 ２８

２０１５ 微表情及其在面试中的运用 自由申报 １２

２０１５ 中美情景喜剧的家庭观比较分析 社团组织 ５

２０１５ 中西语境下“新常态”的比较分析 社团组织 ６

２０１５
历史剧中的历史———四爷胤禛的

“前世”与“今生”
社团组织 ５

２０１６ 战胜拖延 自由申报 ２５

２０１６ 让你的PPT会说话 社团组织 ７８

２０１６ SPSS常用功能及经典案例分析 社团组织 ８９

２０１６ 微信平台图文编辑软件的应用 教师推荐 ３８

２．４　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的评价

学生高度认可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这在小组

撰写的活动总结中得以体现.学生认为该模式的显

著优势表现在:拓展学术关系、提高协作学习能力、
丰富了校园学习体验及促进反思性成长等方面.

２．４．１　拓宽学术关系

学术关系能够提供工具和情感上的支持,支持

自主学习和知识共享,是虚拟学习环境下的一种重

要的学习途径.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有效拓宽了学

术关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专业知识,带来了鼓

励、友谊与支持.协作小组成员共计４６名,包括本

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见表３),８２％以上是研究

生.研究生以一年级学生为主.学生广泛分布在教

育学院、历史学院、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美术学院、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外国语学院、文学院、资源环

境与旅游学院等院系,其中教育学院、历史学院和文

学院参与学生数量较多.对每个协作小组的成员的

数据分析表明,１３个协作小组中,主讲人和成员均

在同一院系的有８组.其中６组都是与研究生学术

部以及朋辈工程项目组合作开展,是学术社团自组

织的活动;２组由教师推荐,通过主题筛选后自组的

小组.其余５组则是自由申报,由图书馆员协助组

成小组,成员在不同院系学习,更加有利于学术关系

的拓展和丰富.
表３　学生类别

类别 数量(名) 备注(年级)

本科生 ６ 三年级４名;二年级和四年级各１名

研究生 ３８ 一年级３０名;二年级８名

博士生 ２ 一年级

２．４．２　提高协作学习能力

合作是协作学习的主要形式.提高协作学习能

力是小组的收获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通过合作与分工,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由于

个体在知识结构、认知、体验与个性等方面存在差

异,活动需要进行合理分工,进而开展合作.其次,
锻炼了沟通能力,磨练了性格.在分工与合作过程

中,成员需要不断通过沟通、辩论甚至争执达成协

作.这些经历使其在充足的资料准备、逻辑性表达、
主动沟通、适当坚持等能力和性格成长方面都收获

颇多,也收获了成就感和友谊.

２．４．３　丰富校园学习体验

因报名方式不同,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具有自

组织和社团组织两种形式.自组织小组(自由申报/
教师推荐)一般主动性更强,会要求并联系推荐教师

和图书馆员参与全程指导.而社团组织因为有一定

的运营能力,通常会要求老师在主题讨论、活动设

计、试讲等环节进行指导.二者均反映活动体验最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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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是教师指导、资料搜集、讨论与交流等环节;其
次是语言表达环节,比如姿态、语言与语调的学习,
授课过程中对话的切入、过渡、互动等;最后是活动

分工,还有突发情况的应对等.但二者在团队合作、
进度控制、活动宣传等方面体验大不相同.自组织

小组成员的院系和专业分布较广泛,激发的讨论和

共享意识、合作热情和合作程度都比较高,活动的进

度控制得更好.

２．４．４　促进反思性成长

反思性成长也与组织形式高度相关,并且差异

性最强.自组织多是从改进活动角度提出的,比如

开展更大范围的主题讨论,校园内发布主题讨论信

息,鼓励感兴趣的同学参与讨论;提高宣传力度,全
方位开展宣传;活动形式多样化,创设情景短剧等.
而社团组织则对团队管理有比较强烈的反思,集中

体现在小组合作过程中,比如活动的计划、组织、协
调、进度控制以及及时沟通等.由于同在一个社团,
熟悉程度高反倒影响了合作.负责人多是半独立完

成,成员间缺乏较深入的讨论与明确的责任划分.
负责人深刻体会到:①在社团内招募成员时,需注意

团队的建立是基于道义而非功利;②团队协作的关

键是合理、明确的责任分工,同时强调协助、支持、鼓
励,避免敷衍.

３　讨论与思考

从学习支持的角度看,教师主要是面向个别学

生提供针对个人学习进展和困难的诊断.与之不

同,朋辈教育则需要考虑开放性、社会相互依赖关系

和异质性、以及小组形成过程和教师监督问题、同行

之间的自适应学习和知识转移[９].实践中发现,协
作式朋辈培训模式具有特定的构成要素、影响因素

和完善途径.

３．１　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的构成要素

３．１．１　协作是核心要素

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始终是信息素养教育的重

要目标.而终身学习能力不仅体现在正式课程学习

中,更重要地体现在实践驱动的非正式学习中,主要

是获取信息和整合观点的能力[１０].非正式学习主

要有四个主要类型的活动:①参与集体活动;②和其

他人一起工作;③解决具有挑战性的任务;④与用户

合作.第一、第二和第四都是指向社会的协作行为.
这种协作行为能促使学生明确学习的目的和责任,

以自己的知识、经验为基础,主动地参与社会性构

建,将知识和信息技能灵活应用在学习和科研中,真
正培养和体现信息素养能力.因此,协作式朋辈培

训模式要强调协作与交互,侧重知识的传播、分享与

交流.充分的协作与交互能够激发参与者,为其带

来反思性成长,逐步提升综合素养.

３．１．２　图书馆员引导是关键要素

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侧重在任务解决的过程

中,通过交流和分享,来潜移默化地建立信息意识、
提升信息检索技能、了解信息道德规范、拓宽专业知

识、培养综合技能.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的

«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框架»明确提出“创造开始

于多种形式的交流”,强调信息环境的动态性与交互

性[１１],主张学生以积极和开放的态度参与学术活动

中的各种交流与会话.因此,图书馆员要发挥积极

的引导和指导作用.
图书馆员需要设计主题,并在以下方面进行引

导,实现分享和辩论.首先,客观地开展讨论.客观

是开展讨论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学生需要对自己

所持的观点找出证据,而不持有任何立场.其次,从
学术的角度去开展讨论.同反方观点进行辩论而不

是争论,并且表述清晰.最后,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不

同观点.正是由于不同的观点存在,才能够有效填

补知识和技能空白,提高学习效果.除此之外,图书

馆员还需要在活动中给与具体指导,包括如何开展

主题分析、执行预检索、检索结果分析以及完善检索

等,并且在确定了主题内容之后,进一步完成音视频

以及图片等要素的检索.

３．１．３　活动管理是保障要素

协作学习作为一项社会性活动,“学习过程”比
“学习结果”更应引起重视.而学生自主意识强,对
同一主题的关注点并不尽相同.当这项活动并不能

带给学生明显的利益时,一点偏差都会对小组协作

活动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图书馆员必须建立规范

的活动管理制度,进行合理的过程控制.
活动管理在规则建立、任务安排、内容协商等方

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活动管理有规则管理、要素管

理、分工管理、进度管理.规则管理的对象包括协作

交流规则、成果评价规则,图书馆员可以让学生参与

设计各种不同的规则,以便约束学生的行为,指导学

生的活动,实现预定的学习目标.要素管理的对象

包括多媒体课件、视频短片、情境活动设计、体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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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设计、限时竞答等.分工管理则包括两个方面,一
个是图书馆员团队之间的教学任务分解、教学内容

开发与教学活动设计,另一个是协作小组的任务分

解和职责分配.进度管理是建立进度表,明确模块

内容以及关键点,设定讨论时间与预期完成时间,并
且严格执行.小组按照预期完成主题文案设计、主
题活动设计、主题评价等.进度管理能起到督促和

监管工作的作用,而且能及时发现成员遇到困难,给
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避免因遗漏问题而造成工作

瑕疵.

３．２　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的影响因素

３．２．１　多样化的主题设计

主题设计要多角度考虑受众多层面的需求.
一、兼顾专业性和应用性,从身边的现象和需求出发

寻找主题,从学术角度开展主题讨论与分享活动.
比如,随着美剧LietoMe的热播,微表情得到了广

泛关注,由心理学博士生策划的“表情及其在面试中

的运用”活动选题就比较成功.二、兼顾普适性和趣

味性.大学生的生活重心除了学习和科研外,还比

较关注情感方面的话题,“莎士比亚之爱情观 VS李

商隐之爱情观”从文学作品角度讨论爱情观就广受

欢迎.三、具有应用性,助力学习和科研.大学生更

为重视助力学业的技能学习.这从应用软件类选题

活动的参与人数可以发现,比如PPT和SPSS的主

题分享活动反响热烈,参与的教师和学生都希望能

够重复举办.

３．２．２　分层的激励机制

有研究表明,在通过网络进行专业学习方面有

７个关键影响因素:共享、动机、价值感知、反馈、个
人学习、信任和支持、同龄人的特点和价值[１０].充

分利用价值感知、反馈等建立激励机制能够调动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首先,主题征集阶段采用有奖参

与机制.然后,活动认可阶段分别从物质和精神两

个层面建立激励机制.

３．２．３　图示工具的应用

有研究表明:成功的可视化技术可以让用户更

易洞察 知 识,提 高 知 识 学 习 与 利 用 的 效 率 和 效

果[１２].图示方式是利用动静态图形图像呈现与表

达、通过视觉知觉功能进行认知与理解的方式,结合

了视觉认知与语词语义两个方面,能更大限度地连

接人脑认知模式,激活人脑活力[１３].图示工具支持

用结构和网络形式呈现学习材料中的信息,如事物、

关系、过程等,使得信息的理解与处理变得容易,有
益于朋辈间的自适应学习和知识转移.

在主题讨论、活动设计等讨论环节,均利用思维

导图来分析与厘清知识点间的联系,顺利为内容选

择和活动设计找到参照和依据.图示工具的引入也

使得学生更深入了解了 WOS、CNKI、GoPubMed等

平台的可视化数据分析功能.

３．３　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的完善途径

除了进一步强化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的核心要

素,改善影响因素外,还要从丰富活动定位,开展信

息文化教育、全开放式流程管理和树立多维能力培

养的目标等方面进行完善.

３．３．１　丰富活动定位,开展信息文化教育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信息文化(InforＧ
mationCulture,IC)的产生.人类的IC 包括:信息

接收,记忆存储,处理、保护以及表达信息的技巧和

能力,通过发现和开发这些技能可以促进个人IC的

形成.个人IC可分为:信息接收文化、基本信息存

储文化、信息处理文化、信息保护文化、信息呈现文

化[１４].信息文化教育也是信息素养教育的范畴,将
信息文化教育融入到大学生的活动与交往中,能够

培训学生的信息认知能力,促进学生的信息社会化,
形成健康向上的校园价值观.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

是信息文化教育的有效形式,而且其与团委等各学

生管理单位的广泛合作有利于促进校园信息文化

建设.

３．３．２　全开放式流程管理

开放式的流程管理才能真正激发学生的主动参

与和共享意识.现有的活动流程中,只有主题征集、
活动呈现与活动认可等阶段是开放的.而最关键的

主题讨论与活动设计则相对封闭,仅限在小组成员

内部讨论,并不利于活动开展.因此,将从线上和线

下两个层面建立全开放式主题活动流程.在主题讨

论与活动设计阶段,一是通过网络发布主题调查,获
取对该主题感兴趣的人群的特征以及想要学习的内

容,并开展虚拟的发散性主题讨论,收集意见和建

议;二是发布并着力宣传主题讨论活动,吸引感兴趣

的学生自由参与讨论.将以上讨论信息进行整理、
吸收,形成主题活动的阶段性成果,并予以展示和

评价.

３．３．３　树立多维能力培养的目标

协作式朋辈培训模式注重培养学术能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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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与协作能力,已经得到学生的高度认可.但在

实践中发现,学生往往由于不能更好地展示主题活

动,影响了受众的感知和体验.因此,展示能力培养

理应纳入能力 培 养 的 范 畴.展 示 教 育 法 多 采 取

PPT展示与海报展示两种方式.目前,通过试讲环

节的课件点评来培养 PPT 展示能力,比如逻辑组

织、核心内容提炼以及简洁性表达等.但海报展示

以宣传性信息为主,没有强化学术海报制作.一个

有效的学术海报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可视化的交

流工具,能有助于交谈、向受众传达主要观点并宣传

工作;二是高度浓缩版的研究论文,主要是数据的可

视化展示,并提供研究背景、解释和结论等[１５].研

究表明,海报展示在与其他教育模式融合时能够带

来最有效的知识传递和迁移[１６],通过设计与制作主

题海报并检验展示效果,能够实现海报展示能力的

培养与锻炼[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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