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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信息素养教育的演进与创新

———２０１８年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综述

□王宇∗　吴瑾

　　摘要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７－２９日,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信息素养教育工作

组、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共

同举办了“２０１８年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来自国内２０余位著名专家学者以及４５０位

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分享了９位国内著名专家及一线教师的报告和全国１２所高校图书馆的

信息素养教育案例,紧扣从“信息素养教育”到“创新素养教育”的主题,探索新理念、新模式、新手

段如何植入信息素养教育,推动信息素养教育演进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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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信息化时代,信息素养作为促进人们自主

学习、问题解决、知识创新的基本素养,在世界各国

已取得共识,并开展广泛探索和深入研究.基于此,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信息素养

教育工作组、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系、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于２０１８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９ 日在沈阳共同举办了

“２０１８年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全国２０
余位著名专家以及２６个省市２００多所高校的４５０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分专家报告、案例分享、
获奖作品展示三大板块,其中包括９位专家的专题

报告、１２所高校图书馆的经典案例介绍、７家图书馆

的获奖作品展示.以下综述会议的核心内容,旨在

探索将新理念、新模式、新手段和新方法植入信息素

养教育,将信息素养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

加以推进.

１　信息素养教育的重新定义与定位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８日,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

会召开了仲冬会议,审议通过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

能力标准».该标准分为三个板块:标准、执行指标

和学习效果[１].１０多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人文环

境的变革,旧标准已不能适应新信息环境的要求.

２０１５年２月,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理事会经

过３个版本的更新,正式批准通过了«高等教育信息

素养框架»(简称«框架»).作为２０００年制定的«高
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的更新文件,«框架»对信

息素养进行了重新定义,成为美国信息素养教育的

指导文件,并在高等教育界产生重大影响.
研讨会上,各位图书馆专家学者,紧扣信息素养

主题,分别对«框架»的内容进行详细解读.中国科

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主任、«图书情报工

作»杂志主编初景利教授概括了«框架»对信息素养

的新定义:“信息素养是一套综合能力,包括反思性

发现信息,了解信息的产生与价值机理,并且利用信

息创造新知识,以及合乎伦理地参与学习社区.”这
个定义已经产生很大变化.其要点:①信息素养只

有通过一套更加丰富、更加复杂的核心理念,才能实

现其潜能.②图书馆员肩负着更大的责任,在自己

的知识范畴内,确认核心理念,拓展学生的学习,设
立新的具有凝聚性的信息素养课程,并与教师开展

广泛合作.③将信息、科研、学术概念与思想融为一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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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强调信息素养与科研过程的结合.④引入元素

养(Metaliteracy)概念,即催生其他素养的素养.根

据这个新定义,需要从“信息素养”走向“创新素养”.
信息素养不是目的,信息素养并不是独立存在,它是

与一定场景和情景相关联的.在新«框架»精神推动

下,把信息素养教育不断地延伸、扩展,将其和创新

素养教育更好地融合,更好地培养用户的创新能力.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潘卫在«新框架下信息

素养教育再探索»中,揭示了教学内容的重点变化.
旧标准:①信息意识;②信息获取;③信息利用;④信

息评价;⑤信息伦理(５项能力标准、２２项表现指标、

８７项产出指标).新«框架»:①信息权威性构建与

情境相关;②信息创建是一种过程;③信息拥有价

值;④研究即探究过程;⑤学术研究即对话;⑥检索

即策略式探索,探索从旧标准到新框架如何转变.
对于信息素养教育的地位,北京大学图书馆肖珑副

馆长认为,信息素养教育工作在学校的教学体系中

占有重要地位,是直接关系培养目标的一项重要工

作.从国务院和教育部发布的“双一流”规划和“双
一流”实施方案可以看出,“双一流”的核心目标是人

才培养.无论做科研或是搞教学,其最终目的是人

才培养,高校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人才培养这个

核心.信息素养教育更是与培养目标直接相关,是
“双一流”高校建设的需要.信息素养教育工作必须

要从服务对象主体考虑,考虑学生们的需求,千方百

计地提高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意识与能力,进而提高

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的地位.

２　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的实践与回顾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以
下简称“图工委”)副主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邓景

康教授的“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信息素养教育工

作的回顾与实践”报告,从图工委信息素养教育工作

组的角度,总结了近５年全国高校开展信息素养教

育的历程和实 践.第 四 届 教 育 部 高 校 图 工 委 自

２０１４年３月开展工作以来,经过全体工作组成员的

共同努力与精诚合作,开展了大量的信息素养教育

工作调查与研究.①由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图书馆负责牵头制定“高校信息素养教育

标准和评价体系”(后落实为“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

学校信息素养教育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并在２０１６年３月决定成立起草小组,起草小

组由清华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大学、同济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等６所高校图

书馆的馆长(副馆长)和信息素养教育专家组成.起

草小组对国内外信息素养教育标准展开了调研.清

华大学图书馆得到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的授

权,翻译了２０１５年２月发布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

框架»,为起草«指导意见»打下了良好基础.经过两

年多１０余次会议的讨论与意见征询,形成了«指导

意见»报送稿,并于２０１８年６月呈送教育部高教司

教学条件处,高教司和科技司很快给予反馈意见,经
进一步修改后已呈报给高教司.②调研全国高校开

展信息素养教育的现状.由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牵

头实施,１８家图书馆配合,对信息素养教育的硬件

与师资信息、开设课程、研究生课程、新生培训、专题

培训等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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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建议[２].③组织

全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研讨会.２０１５年６月由内

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承办,２０１６年９月由江苏大学

图书馆承办,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由清华大学图书馆承办,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由同济大学图书馆承办,２０１８年６月

由沈阳师范大学承办.历届研讨会均对信息素养教

育产生积极作用,呈现出教育理念越来越超前、教学

模式深入创新、教育技术应用日益多样化的繁荣发

展新局面.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李玲的报告

«从欧洲信息素养大会看全球信息素养教育的现状

与发展»,从介绍欧洲信息素养教育大会的概况出

发,从会议主题和研究热点,看信息素养研究领域的

发展变化.近年欧洲信息素养大会的主题是: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信息素养、媒体素养和终身学习”;２０１５
年“绿色社会中的信息素养教育”;２０１６年“包容性

社会中的信息素养教育”;２０１７年“职场中的信息素

养教育”;２０１８年“日常生活中的信息素养教育”.
会议的分主题也以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研究信息素养

教育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影响,赋予信息素养教

育更多的社会内涵与意义.欧洲的大学创新信息素

养教育致力于探寻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设计,积极

采用新型教育技术和教学方法,努力推进信息素养

教育的课程改革.足见,欧洲信息素养教育更加关

注实践应用、拓宽研究领域、延伸相关概念、扩大服

务对象、创新教学方法,信息素养教育的应用更加具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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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广泛,逐步嵌入到社会生活的各种应用场景,起
到普及信息素养教育、提高公民素养的作用,可为我

国信息素养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借鉴,使我们看到

信息素养教育是蓬勃发展的事业,需要跨界交融的

合作,携手共创则大有可为.

３　新框架下信息素养教育的演进与创新

新«框架»打开了信息素质教育的新篇章,信息

素养教育正在 不 断 转 型 变 革.初 景 利 教 授 的 报

告———“从信息素养教育到创新素养教育的转型变

革”,将新时代图书馆矛盾的转化和能力的变化;信
息素养演进和体系的构成;以及延伸和创新信息素

养等诸多问题,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系统解读和阐

述.他指出,传统图书馆的“用户文献需求与图书馆

资源保障不足之间的矛盾”,已经转化为新时代“用
户对图书馆新型服务的需求与图书馆服务能力不足

之间的矛盾.”基于«框架»对信息素养的重新定义,
“信息素养教育”需要进阶而走向“创新素养教育”,
实现从文献检索课到信息素养教育再到创新素养教

育的进阶路径.创新素养教育对信息素养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高校图书馆要转换信息素养教育

视角,对内涵的变化提高认识,拓展教育手段和方

法,全面加强能力的培养提升.将创新意识、创新思

维、创新精神、创新知识、创新能力、创新人格作为信

息素养教育的最终目的,探索信息素养教育的进路

与归宿.
肖珑副馆长在题为“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二元

＋深度拓展”的报告中,介绍了大学生的“二元性思

维”和“相对性思维”模式.图书馆应将信息素养放

在一个大环境下来考虑,不是仅仅教会学生如何检

索,而是要把信息素养目标定位到提高“元认知”水
平的更高层次.元认知包括“元认知知识”和“元认

知后知”两个方面.培养学生形成元认知学习的习

惯,提高学生的能力和兴趣,进而转变成为终身受益

的一种学习方式.在培养提升学生元认知和元素养

能力水平时,特别提示信息素养教育勿置于学习系

统之外,而要介入学生的学习环境和生态系统,通过

座谈互动等来培养提升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和水平,
鼓励学生自己去做事情,指导和教授学生掌握检索

技能、思维技能等一些基本技能,让学生了解一些策

略,鼓励学生合作,使元认知水平得以提升,然后提

高他们的元素养水平并催生其他素养.图书馆在实

施信息素养教育过程中,应跳出信息素养这个小圈

子,要从学生的整体学习和学校的整体教学来考虑,
努力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促进信息素养教育可持

续发展.报告通过探究信息素养教育的深层理论,
进一步明确信息素养工作的发展方向.

潘卫副馆长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在«框
架»下的工作实践.首先明确了责任意识、文化传统

以及批判性、建设性地回应社会挑战以及对个人言

行在伦理方面有深刻理解的４项指标.然后围绕通

识教育与信息素养框架的共通性,将信息素养教育

纳入图书馆服务体系,建立:入馆教育→通识核心课

→专业选修课→嵌入课程→信息专员→微课程→通

识与嵌入→滚动与定制→工具与方法的进程.实现

了分层分类、以学科为主线、融入教学研过程、多种

教学形式、多种模式和方法、师生共同参与、多部门

馆员协同、信息素养教育无处不在等目标.

４　新时代信息素养教育砥砺前行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周建芳所作的

“信息素养 MOOC案例设计与呈现”报告,从创新背

景、教育目标、内容框架、案例呈现、案例设计、案例

来源、慕课制作等７个方面详细解析,带来一个完整

的慕课案例.其中重要的是内容框架,信息素养教

学要不断打破传统的文献检索课程的内容;按照信

息素养的逻辑调整内容、重构框架,先讲确定信息、
检索信息、获取信息、评价信息、管理信息.再呈现

案例,以讲故事、以图识图、结果中找线索、深挖结

果、百科一下、搜狗搜知乎、根据线索继续探究、亲自

做张图、干货总结、动手操作慕课等步骤提高学生的

信息素养.案例的设计原则是“授人以渔”,明确知

识点,内容实用,选材广泛,以场景化提高真实感,高
内聚低耦合,具有探究性,注重学生体验等,让学生

知道信息素养是效率提升与终身学习的新引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实验中心的高级实

验师罗昭锋,从信息、时间、创新的角度,介绍了该校

“文献管理与信息分析”课程的１０年进程.在助力

科研、推动创新的理念下,积极探索信息素养教育的

创新.该校以萝卜分享会、限时作业、限时文献调研

和创意马拉松等教学法,实现了快速提升学习能力、
提升科研能力、提升解决问题能力、提升洞察力和创

新力的教学目标.罗昭锋认为指导未来教学改革的

判断标准是:课程是一个产品,课程改革要致力于节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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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学生的学习成本,提升学习体验,提高学习效率 .
他坚信,为社会节省时间就是教师的价值体现.信

息、时间、创新的关系是:信息是基础,创新是目标,
时间是标准.其教学理念是:省时、省钱、爽是创新、
体验的衡量标准,也是教学改革的指导原则.老师

要致力于帮助学习者提升效率,致力于提升学生的

学习体验,要持续思考如何高效传递知识.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海群教授的

“媒介与信息素质维度的假新闻治理”报告,表达对

信息素质主题的关注,表述对信息素质内涵的理解.
从图书馆与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图书馆

与公民媒介与信息素质的提升以及图书馆的价值体

现等方面,重点介绍了图书馆在全民媒介与信息素

质提升中的价值.最后提出信息素质链的概念,并
把它理解为数字素质、数据素质、信息素质、媒介与

信息素质、知识素质的统称.其中信息素质是信息

素质链的代表性称谓.同时还包括:计算机素质、网
络素质、云计算素质、人工智能素质等.为新时代信

息素养教育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同济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慎金花在报告“从文

献分析到知识挖掘———信息素养教育内容的变革”
中,阐述了问题与挑战、文献分析工具、数字人文技

术、TRIZ创新思维、知识挖掘方法这５个问题.在

介绍数字人文的兴起、内涵、特征的基础上,指出数

字人文工作的发展趋势是向真正的“大数据”项目转

化.面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信息素养应转向 TRIZ
创新思维教育.TRIZ思维中包括很多前沿新思维

和新技术.①催生创新思维的主要方法:科技、创
新、知识产权;试错法、测绘与仿制、头脑风暴法、凭
经验设计、形态分析法;经典 TRIZ之矛盾矩阵等创

新方法;经典 TRIZ解决问题的创新路径;TRIZ创

新科学的演变;现代 TRIZ方法体系.②TRIZ的主

要应用方向: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技术的长期预测;
专利战略;六西格玛设计;管理学.③TRIZ技术矛

盾(TC):技术矛盾;技术矛盾的通常表达.④TRIZ
物场模型(Su－F模型)与７６个标准解.⑤剪裁、功
能导向搜索与反向功能导向搜索.因此,必须学习

基于案例的知识挖掘方法、基于 Microsoft三种算

法的知识挖掘方法、基于组合方法、其他算法的知识

挖掘方法,获取蕴藏于海量数据中的知识,为提供个

性化、专业化、语义化和智能化的知识服务提供数据

分析支撑.报告为新时代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指出

了方向.

５　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多元创新

在«框架»精神的引领下,高校信息素养教育不

断谋求创新,各馆创立了各具特色的品牌.研讨会

精选了１２个信息素养教育成功案例进行分享.这

些案例从各自实践出发,对信息素养教育的课程设

计、工具应用、教育评价以及团队建设等问题作了详

尽介绍,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

５．１　五彩纷呈的信息素养课程设计

高校图书馆无不想方设法地开展信息素养教育

课程设计,有目的、有计划地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

纲,据以编写教科书,创造了具有本馆特色的教学方

案.如山东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的课程设计各具特色.(１)山东大学图书馆

马建春介绍了“深入大学生创新竞赛类课题的创新

素养教育方案”,该馆信息素养教育的思路是:普及

教育→深度教育→提升能力的路径.普及教育是通

过新生入馆教育、信息检索课程、讲座等,让学生了

解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掌握基本的检索理论与技

能.深度教育是通过定题服务、课题跟踪、科技查新

等,针对创新性项目或竞赛课题,找准检索方向,优
化检索方案.实现了理论＋实践、学习＋锻炼,提升

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信息素养和科研素养.(２)沈阳

师范大学图书馆洪跃介绍了“基于学术生态系统的

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创新”.该馆围绕学术生态系统

进行信息素养教育创新,建立了“重思弱技”的新理

念.弱化纯信息技能的传授,着重于创新性、批判性

思维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具备在社交网络互动交流

的能力,自主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教学内容的取舍:
采取“二减三增”,即减少纯理论知识课时,减少单一

学术系统与数据库详解量,增加元认知、学术研究能

力、自主知识认知与构建能力培养.教学模式采取

微课＋面授、开放研讨＋实习辅导、竞赛主题活动＋
调研报告的“三步阶”.教学手段上,通过智慧雨课

堂、网络课堂、微知威动力、微课视频、“周一荐”数
据库推荐栏目提升“互动体验”.通过“写作大赛”
“检索大赛”“精英训练营”等多种主题活动来进一步

辅助信息素养教育[３],巩固学习成效.(３)深圳职业

技术学院图书馆的杨光武在“面向核心能力的信息

素养课程建设”的报告中介绍了信息素养教育转变

的路径.认为信息素养的核心能力是会构造检索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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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会使用检索工具、知道检索工具、会分析信息问

题、提出最佳解决方案.该馆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

的做法是:首先分析问题,通过语言描述,找出关键

信息.其次提出方案,然后是解决问题的流程,包括

分析问题的特点,找出关键信息,选择检索工具,构
造检索式,实施检索,筛选结果,调整策略.最后是

项目化课程: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建构知识、掌握

技能.

５．２　春风化雨般的信息素养工具应用

“雨课堂”是学堂在线与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

室共同研发的智慧教学工具,目的是全面提升课堂

教学体验,让师生互动更多、教学更为便捷[４].新式

的智能教学工具一经出现,许多图书馆都积极采用.
(１)清华大学图书馆王媛的报告“雨课堂在‘文献检

索与利用’课程中的应用”,介绍了该馆为了实现学

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

面全面提升的教学目标,以慕课先行,引用了学堂在

线与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共同研发推出的智慧

教学工具———“雨课堂”,来开展信息素养教学.教

学中从预习到练习,从课前到课后,始终贯穿着:灵
活的课前学习,快捷的课上测验,创新的师生互动,
完善的作业题型,全景的数据驱动,真正地懂得教学

的意图.事先做好教学设计:课前发预习视频,了解

预习效果;课中推课件,发弹幕与红包;课后测试知

识点掌握效果.将复杂的信息技术手段融入 PowＧ
erPoint和微信,在课外预习与课堂教学间建立沟通

桥梁,让课堂互动永不下线.(２)北京大学图书馆刘

雅琼的报告“适应大学生学习特点的信息素养教

育”,揭示该馆如何进行主体受众分析,在明确当代

大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偏好的学习方式与特点基础

上,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引入和运用“雨课堂”、翻转课

堂、信息素养教育系列手游等新的教学工具和方式.
强调开展互动教学:智慧教室、雨课堂、小班教学;情
境式教学:嵌入学生真实的学习环境,提高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分级分阶段教学:在了解学生信息素养

水平的基础上,分类教学.(３)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

的吉久明介绍了“翻转课堂及游戏化教学设计”.其

翻转任务的类型有,讲解型:适用于知识点回顾,以
解答学生在学习中的疑问为主,可以是老师讲解,也
可以是学生讲解;思辨型:围绕一些有争议的观点或

方法讨论,往往不以达成共识为目标,但有时可以用

于引出新的重要概念;批判型:通过评价同伴作业,

体验批判性思维过程,适用于实践作业环节.该馆

立足 MOOC模式的优势,改善师生的互动体验,融
合翻转课堂和游戏化,增强互动,增进情感,提高教

学效果,保障结课率.

５．３　授人以渔的信息素养教育原则

信息素养教育应授人以渔,传授给学生获取信

息的方法,让他们终生受益.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的谢亚南关于“情景下的比较、类比和比喻:让信息

素养知识更易被理解与接受”的案例,介绍了信息素

养知识授课的方法和感受.本着传道、授业、解惑的

理念,将数据库课程内容设计在一定情景下,利用比

较、类比、比喻的方法开展讲解.通过对比维度、凸
显差异性、不忽略相同的角度进行比较;利用由此及

彼、关联推导、不同事物、相似特征的方法进行类比;
采取明喻、隐喻、暗喻、借喻的比喻方法开展批判思

维,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根据选文标准、问题维度、
按维度提取信息、进行归纳总结.此种授课方法的

特色在于重现数据库检索的场景,让信息素养知识

更易被理解与接受.西南交通大学邓发云关于«信
息检索教学内容选取与教材编排»,介绍了该馆在教

学理念、教学内容选取、教材编排和教学实施等方面

做出的努力.该馆的教学理念十分注重能动型能力

的培养,认为信息素养是一门技能课,需要反复训

练.目标是培养学生构建信息环境的能力;通过学

习检索,训练梳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最终培养

学生利用信息解决学习、工作、生活等问题的综合能

力;关键是注重能力培养.为此,在教学内容选取、
教材编排和教学实施上,完全围绕多种能力的培养.

５．４　耳目一新的信息素养考量评估

信息素养考量,此处是指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成

绩的评定考核.现行的多数高校文检课成绩评定的

模式是:出勤＋上机检索作业＋开卷考试;出勤＋上

机检索作业＋闭卷考试;出勤＋上机检索作业＋综

述;出勤＋上机检索作业＋综合练习;出勤＋上机检

索作业＋上机考试.这些传统的考核方式一直难以

突破.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的杨长平报告了“文检

课成绩评定方法的改革与实践”经验.该馆改变了

成绩评定方法.成绩评定的内容和方式是:课堂作

业兼考勤,考勤占１０％;上机实习,三次实习报告占

６０％;课终作业占３０％.考勤方式的改变不仅提高

了学生的到课率,节约了点名时间,还让学生增加了

知识信息量.课终作业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检索,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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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终作业汇报

及学生互相点评,提升了学生的表达能力、组织能力

和检索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选课人数不断

提高.
信息素养评估,此处既包括对教师授课的考量,

也包括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量,至今没有统一标准.
昆山杜克大学的邹梦洁、徐鸿交流了“本科生信息素

养教育评估”的新经验,其做法令人耳目一新.该校

是中外合作办学,受众是中外融合的学生群体,注重

信息素养教学和教学效果评估.以调查问卷为手

段,通过分析问卷对今后的信息素养教学的改进和

提高提供参考.①问卷设计依据:借鉴高等教育数

据分享联盟(HigherEducationDataSharingConＧ
sortium)的部分问卷内容,并结合 GLS课程本身设

计题目,使用 Qualtrics专业问卷网站设计问卷.②
问卷内容设计:共设１８个问题.包括个人研究背

景、利用搜索工具和信息资源类型、引用资源以及引

用的大概数量、对研究策略的熟悉程度、是否理解第

一手资源和第二手资源、是否具备搜索技能、是否可

以评判资源等.③问卷种类:分为前序问卷、后序问

卷;电脑版、手机版.前序问卷和后序问卷题目大体

相似,有一些细微区别.④问卷发放:新生说明会开

始前发放前序问卷(preＧtest)并请学生集中填写;学
期结束前发放后序问卷(postＧtest);问卷语言为英

文,时长控制在１５分钟以内.⑤问卷总结:对问卷

收集、统计,将同学期前序问卷和后序问卷进行比较

分析,总结意见并向同学反馈.⑥结论和启示:一个

学期的对比数据显示学生的信息素养得到显著

提高.

５．５　举重若轻的信息素养精干团队

组建一个高水平的师资团队是高校开展信息素

养教育的关键与重要保障.团队成员不仅需要学历

高、知识博、能力强,还需要成员上下同心、风雨同

舟、聚力合作.山东理工大学图书馆的团队建设是

业界的榜样,刘文云在题为“团队精神及建设———国

家级课程‘信息检索’的实践与创新”中,介绍了团队

建设的经验.该馆十分重视信息素养教育,建设了

一个包含１７人的精英教学团队,其中教授５人,副
教授７人,具有博士学位的１０人,１人为山东省教

学名师,３人获“双百人才”称号.其方针是培养与

引进并举,大力培育团队;负责人甘于担当,成员维

护负责人的权威;建立教学互动群,以科研带动教

学;平衡团队成员关系,利用木桶原理的短板效应和

长板原理,将自己擅长的一方面发挥到极致,争取团

队成员协同作战;鼓励教学科研,但不能影响图书馆

其他工作;奖励表彰应注重团队效应.这个高质量

的团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教学方面:取得了山东

省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课、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等惊人的成绩.在科研方面:承
担１１项国家社科基金、２项国家级教学课题、４０余

项省部级课题.该团队成员的学历、资历、能力互

补,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并强调在团队合作

过程中,协调好与职能部门、同事及学生的各种关

系.该案例给予业界的启示:①构建适合本馆馆情

的团队组织架构是开展好图书馆各项工作的重中之

重;②团队组织质量将直接影响部门工作的成败,进
而决定图书馆事业的成败.

５．６　高手如林的信息素养竞技大赛

浙江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吴利群以“全国财经

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的实践与思考”为题的报

告,介绍了２０１７年举办的首届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

信息素养大赛的情况及经验与收获.信息大赛的流

程是:授权主办单位→提供参考题库和在线平台→
大赛活动方案要求→大赛初赛→大赛决赛→同台竞

技→赛场竞答→评委及嘉宾→颁奖仪式→闭幕式.
大赛提供了成功经验:①依托“图专委”推动财经高

校的学生信息素养提升.赛事授权由天津财经大学

承办.大赛主办方提供参考题库和在线平台.②多

部门协同合作,增加信息素养学科竞赛参与度.③
充分利用新媒体,多形式、多渠道进行宣传.④严密

赛程设计,全面考查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⑤建立

财经类高校信息素养题库及考试平台.⑥承办馆团

队勇于担当,保证大赛圆满成功.吴利群馆长以“首
创性、艰巨性、广泛性、专业性、趣味性、严谨性、公正

性和实效性”来概括大赛,给予高度评价.作为首届

全国性的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对促进大学生信息

素养教育进行了有益探索.其特色在于“同类高校

学科专业”信息素养的同台竞技,为其他高校的学科

专业信息素养赛事提供借鉴.
此外,研讨会还设有获奖作品展示环节.上海

交通大学图书馆黄琴玲的“信息素养教育双语教学

助力国际化创新人才培养”、武汉大学图书馆胡永生

的“湖北省高校‘学术搜索挑战赛’案例分享”、北京

工业大学图书馆杨冬艳的“爆款微视频养成记”、海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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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学图书馆王小会的“从SPOC到网络精品在线

课程建设”等７家图书馆的获奖作品进行了现场展

示,有效启发和激励高校信息素养教育不断演进与

创新.

参考文献

１　陆光华．对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五大标准的分析与思考

[J]．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０３(４):８６－８９．

２　洪跃,付瑶等．国内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现状调研分析[J]．大

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６(６):９０－９９．

３　王宇,王磊,吴瑾．面向创新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规划与设计

[J]．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６(６):７７－８４．

４　百度 百 科．雨 课 堂 [EB/OL]．[２０１８－０７－１０]．https://baike．

baidu．com/item/％E９％９B％A８％E８％AF％BE％E５％A０％８２/

１９７８００６３? fr．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沈阳,１１００３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

TheEvolutionandInnovationof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intheNewEra
—ASummaryofthe２０１８NationalUniversity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Seminar

WangYu　WuJin

Abstract:The２０１８NationalUniversity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SeminarwasheldonJune２７－
２９,２０１８andorganizedtogetherbythe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WorkingGroupoftheLibraryand
InformationWorkSteeringCommitteeoftheMinistryofEducation,theLibraryandInformationManageＧ
mentDepartmentoftheChineseAcademyofSciences,theShenyangNormalUniversityLibrary,andthe
LibraryandInformationServicemagazinejointly．Morethan２０famousexpertsandscholarsand４３０repreＧ
sentativesattendedtheconference．ReportsofninefamousdomesticexpertsandscholarsandthecasestudＧ
iesofinformationliteracyof１２universitylibrariesacrossthecountryhadbeensharedduringtheconferＧ
ence,closelyfocusingonthethemeof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andinnovationliteracyeducation．AlＧ
togetherthepresentationsexploredhownewtechnologies,newmethodsandnewmethodsimplementinto
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updatetheconceptofinformationeducation,innovativeinformationeducaＧ
tionmodel,andpromotetheevolutionanddevelopmentof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

Keywords:NationalUniversities;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InnovativeDevelopment;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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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EducationforDigitalLibraryand
ItsCurriculumFrameworkintheUnitedStates

—ACaseofRutgersUniversity

WeiYichang　ZhengYihao

Abstract:Asthecountrywiththelongesthistoryof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U．S．hasmade
greatprogressintheprofessionaleducationofmasterofLibraryandInformation．Comparedthecoursesof
DigitalLibraryinUniversityofIndianawiththecaseofRutgersUniversity,andthroughanalysesfor
coursetarget,coursemechanism,teachingmethodsofDigitalLibrary,theauthorsmadedemonstrationaＧ
boutcharacteristicsofthedigitallibraryprofessionaleducationinU．S．withhopetogivereferencetoChiＧ
neselibraryandinformationeducation．

Keywords:DigitalLibrary;LibraryEducation;DigitalLibraryin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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