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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信息

素质培训研讨会”综述
∗

□王雪莲　陈红岩　孙波　吴北丹　周秀霞

　　摘要　教育职能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之一.高校图书馆应在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９－２２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

图书馆承办的“２０１９年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信息素质培训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此次研讨

会以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精神为指导,围绕如何落实«教育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就

如何建设信息素质“金课”、改进教学方法、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高信息素质教

学能力展开讨论.此次会议不仅加深了各高校图书馆间的了解与合作,同时也必将对全国图书

馆行业信息素质教育创新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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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９－２２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

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育部高校图工委)
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承办的“２０１９年教育部高

校图工委信息素质培训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举

行.会议以“信息素质教育的前沿及教学方法的探

究、信息素质课的观摩与研讨”为主题,以建设信息素

质“金课”为切入点,探讨了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图书

馆改进教学方法、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提高信息素质教学能力等热点问题.国内知名高

校、科研院所的２１位著名专家、一线教师组成的信息

素质教育领域培训团队,为大会精心准备了主题报告

和公开课.来自全国２２个省份、４个直辖市、澳门特

别行政区的１４０所高校图书馆的２１１名参会代表齐

聚东北师范大学,共同探讨了我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

发展的相关问题.

１　信息素质教育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使命

１．１　教育职能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高校图书馆的发展面临

新的形势和考验,也促使高校图书馆随之发生工作

机制和运行体制的变革,新的业务部门和工作任务

应运而生.如何提高大学生的信息素质,助力高校

人才培养,成为高校图书馆的重要教育使命.此次

会议围绕如何实现高校图书馆的教育使命展开了

讨论.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陈建龙作大会主旨报告.他在题为“如何进一步发

挥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的报告中总结了高校图

书馆发挥教育职能的发展历程:１９１８年,李大钊担

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推动北京大学评议会通

过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的决议.李大钊提出,
图书馆不是藏书楼,而是教育机关.李大钊认为图

书馆应该更好地发挥教育的作用,与教学更加紧密

地结合,适应教学发生的各种变化,进行职能调整.

１９０２年,京师大学堂恢复后,出台了«京师大学堂藏

书楼章程»,其第一节就规定了“藏书楼之设所以研

究学问,增长智慧”.教育职能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

之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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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越来越受到国

家重视.２００２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

规程»,２０１５年教育部再次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图书

馆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在«规程»总则中,反复

强调“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

能.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２].”由此可见,
助力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一直是高校图书馆的

重要使命之一.

１．２　高校图书馆开设信息素质相关课程是实现教

育职能的重要举措

信息素质相关课程是高校图书馆发挥教育功能

的重要阵地.陈建龙主任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高校

开设信息素质相关课程的重要意义.１９８４年,在教

育部印发«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

课”的意见的通知»([８４]教高一字００４号)中,“文献

检索与利用课”(以下简称文检课)被正式列入高等

学校教学计划.在其之后的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
年,教育部连续多次发布相关文件,强调高校开设文

检课的重要意义.在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各省市图

工委、各高校图书馆等的多年共同努力下,目前已经

建立起了一支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教师队伍,其中

专职队伍还在逐年增加.而信息素质教育相关课程

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随着大批教材、教学参考书

等信息素质教育专门教材的问世,信息素质教育课

程逐步走向规范化、体系化.

２　新时期信息素质教育出现的新形势和新变化

２．１　教学目标的新趋势:由提升信息素质到提升数

据素养

大数据时代,科研工作者、高校师生面对着越来

越多的数据信息,如何高效掌握和再利用这些数据

信息成为图书馆员面对的新课题.在已有信息素质

教育的基础上,引进新的教学内容与元素,适应新的

需求,这是信息素质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雪莲在题为“国
内外数据素质动态研究”的报告中提出,科研环境的

变化对图书馆的信息素质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迫
切需要改变传统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急需增加数

据素养教学内容.“数据素养是准确观察、分析和处

理不断变化的各种数据,有效使用数据并促进决策

的能力[３].”王雪莲介绍了国外数据素养项目中提出

的１２项核心能力指标,并分析了我国数据素养的现

状,提出在现有信息素质教育中,应当增加数据发现

与获取、数据保存与共享、数据的利用与所有权、数
据管理等方面的教学内容.

２．２　技术革命推动教育内容的变革

信息时代既带给人们超便利的生活,也带给人

们超容量的信息.现代信息技术时刻影响着人们的

生活.知识的传播、获取、利用方式的转变对科研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何高效获取和利用信息是提高

科研效率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传统的信息素质教

学内容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知识需求,因此以软件

使用推介、利用技巧等为代表的新内容不断增加到

信息素质教学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罗昭锋老师

在题为“混合式学习教学软件的利用”的报告中提

出,思想的改变是最重要的,每一天的时间无法延

长,只能提高效率,因此只有充分利用工具,才能提

高工作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罗昭锋在报告

中介绍了一些他曾经使用的工具,例如互动吧、问卷

星、一起写、微投票、石墨文档等.以这些工具为代

表的软件都有自己的独特功能,能够解决很多传统

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他通过时间的对比,提出

“时间投资”的概念,即花一定的时间学习如何使用

工具以提升效率,从而节省出更多的时间学习和工

作,他认为这部分内容在信息素质教育中非常重要.
四川师范大学的周建芳老师在报告中提出,新技术、
新工具给信息素质教育带来了更多的新变化.他围

绕资源、方法、系统、技巧、工具等方面,从信息意识

到信息需求、从资源工具到检索技巧、从信息素质到

探究精神、从效率提升到终身学习等多角度出发,提
出了获取信息、解决问题的方法.周建芳提出:方法

不同,需要的信息不同,解决问题的效率和质量亦不

同.着重强调了方法、技巧、工具对提高信息素质能

力的重要意义.

２．３　教育信息化推动教学手段的不断丰富和变革

为了在信息化环境下实现图书馆的使命,让传

统的信息素质教育工作开展得更好,信息素质教育

工作者需要从多个角度研究信息素质教学,拓宽教

学视角,丰富教学手段.“雨课堂”等教学软件的出

现,代表了信息素质教育的新趋势,即新的教学手段

将成为提高信息素质教学水平的重要方面.教学手

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也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体现.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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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信息素质全面提升行动,明确了提升信息素质对

于落实立德树人目标、培养创新人才具有的重要作

用,要将学生信息素质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文

件指出:“充分认识提升信息素质对于落实立德树人

目标、培养创新人才知识、技能、应用能力以及信息

意识、信息伦理等方面的培育,将学生信息素质纳入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完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充
实适应信息时代、智能时代发展需要的人工智能和

编程课程内容.推动落实各级各类学校的信息技术

课程,并将信息技术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继

续办好各类应用交流与推广活动,创新活动的内容

和形式,全面提升学生信息素质[４].”加快教育信息

化既是事关教育全局的战略选择,也是破解教育热

点难点问题的紧迫任务.陈建龙主任在报告中提

出,图书馆的教育必须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进

行探讨,图书馆的教育应在信息文化中有所作为.

３　提高信息素质教育水平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路径

３．１　信息素质教学理论的深化发展

EＧScience时代,信息素质在科研人员的科学研

究、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信息素质教育理论也在不断深化和发展,以
适应大科学时代对科研人员、老师、学生的全方位信

息素质的培养要求.

３．１．１　构建科学的信息素质教育评价体系

面向高校读者开展信息素质教育已经成为高校

图书馆的常态化工作.评价体系在信息素质教育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信息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和

制定普适性的信息素质评估指标,对于测评个人信

息能力、教学水平和完善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具有

积极的现实意义[５].”目前我国尚未出台正式的信息

素质教育评价体系,因此对信息素质教育的水平和

程度无法做出客观、权威的评价.信息素质教育急

需由国家教育部出台信息素质评价体系,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发挥和调动高校图书馆开展信息素质教育

的积极性,同时多元化、科学化的评价体系也可以推

动高校图书馆信息素质教育的提升和发展.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司莉教授在

“信息素质教学评价”的报告中提出,好的评价体系

可以为被评价者设计教学、改进教学、激励其进行创

造性的教学提供依据,并为教育部门进行决策提供

参考和借鉴.如何对高校大学生信息素质进行评

价,采用何种评价方法非常重要.应当借鉴国外已

有的实践成果,探索适合我国实际情况和信息素质

教育教学目标的科学评价体系,从而推动各高校信

息素质教育的深入和完善.司莉介绍了国外较为成

熟的信息素质教育评价指标和框架以及国内的地方

性信息素质教育评价标准.司莉认为教师在信息素

质教学中要使用多种课堂教学评估工具和技巧,如
量表、档案袋评价、测试、问卷调查、在线测试等,促
进对信息素质教育的多维评估.

３．１．２　以科研促进教学,推动信息素质任课教师能

力提升

高质量的信息素质教师队伍是做好信息素质教

育工作的关键因素.而科研能力是教师素质结构的

重要组成部分.“以科研促进教学、培育高素质的复

合型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创新举

措之一[６].”只有把产出的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
把掌握的科研方法转化为教学手段才能够实现教师

教育水平的提升,即提升教学水平必须首先练好内

功.山东理工大学的刘文云教授在题为“信息素质

教学与科研”的报告中提出,教学要以科研为底蕴,
科研要与信息素质教育深度融合,提升教师的科研

能力对提升信息素质教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他深

入分析了科研对信息素质教育工作的推动作用和相

互促进关系,并介绍了山东理工大学信息素质教育

团队的建设情况.刘文云认为,从图书馆未来发展

的视角出发,负责信息素质教育的教师一定要用科

研推动信息素质教学工作,教师要练好内功,提升自

己的科研能力,从而提升信息素质教学的水平.

３．１．３　教学艺术与教学方法是提升信息素质课程水

平的重要途径

教学是一门艺术,精湛的教学艺术与方法可以

有效地提升教学效果.作为信息素质教育的老师只

有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储备和传授能力,才能更好

地开展信息素质教育工作.吉林大学于双成老师在

题为“如何使您的教学更精彩—教学比赛的准备要

点”的报告中提出,教学比赛可以有效促进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的提升,并对常规性的教学有辐射性推进

作用.他结合多年来指导参赛选手的经验,从如何

认识教学比赛,如何理解比赛选题的确定原则、路径

及难易程度的把握,如何使教学设计更加符合教学

比赛的要求,以及如何使教学语言更为丰富多彩等

为切入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浅出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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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师提高信息素质教学能力的方法.

３．２　提高信息素质教学水平的实践路径

课堂是信息素质教学的主阵地.教育家陶行知

提出“教行做合一”的教学方法论,即“教师的责任不

在于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其次,“教的法子

必须根据学的法子”.这就是说,教师在教的同时,
还要了解学生的兴趣、智力水平、学习基础和特点.
按照这个客观实际来处理教材,选择方法,即“因材

施教”“因人施教”,从被动受教转到主动求知上

来[７].因此,信息素质课教师的责任不只是将知识

灌输给学生,更重要的还在于正确地组织教学过程,
让学生主动、自觉地去发现知识和获取知识.此次

会议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设置了示范课板块,邀请

了全国１６位高校信息素质教育课程的优秀教师,进
行了精彩纷呈、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公开课展示.
教师采用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手段进行教学,起
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３．２．１　教学内容多元化和教学手段多样化

目前高校大学生对信息素质教学的内容需求越

来越宽泛,教学必须满足这种学习的需求.清华大

学图书馆韩丽风老师的公开课“从搜索引擎到参考

工具”,北京大学图书馆张慧丽老师的公开课“学术

规范与论文写作点滴”,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洪跃老

师的公开课“学生党必备外文文献获取攻略”,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樊亚芳老师的公开课“六招玩

转数据库”,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张小男老师的公开

课“揭开专利神秘的面纱”,天津商业大学图书馆张

倩老师的公开课“年鉴与统计数据的利用”,东北师

范大学图书馆王春蕾老师的公开课“为你的科研之

旅导航”等从多个角度,对信息素质教学相关课程进

行了示范讲解.公开课教师们精心设计教学过程,
充分利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呈现

了异彩纷呈的课堂,有力地提升了与会信息素质课

程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促进了教师相互学

习和交流.

３．２．２　教学设计精致化和教学风格个性化

一堂好课有如一部精彩的电影,老师是导演,学
生是主角,多元素的教学设计结合信息化的教学手

段,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实现课堂教

学的效果和目标.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陈红岩老师

的公开课“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和华东师范大学图

书馆郭劲赤老师的公开课“学位论文开题的文献调

研”,均以一个案例贯穿课堂教学始终,教学案例设

计巧妙,课程流畅、自然,将学生带入一个引人入胜

的教学过程,学员们都“沉迷其中”,宛如成为这场精

彩的电影中的主角.这两场信息素质教学公开课的

设计具有新颖性和启发性,注重引导和思考,容易理

解,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新的教学视角.

３．２．３　教学理念现代化和教学实例生动化

“接知如接枝”是陶行知提出的重要命题,意即

教学中以感性认识的提升为基础,最终实现理性思

维的提升.检索思维在信息素质教育中非常重要,
信息素质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

思维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信息素质课程的教师

一直在不断进行探索和尝试.中国科学院张冬荣老

师的公开课“检索那点儿事”以引人入胜的学生实际

检索问题入手,娓娓道来“检索那点儿事”,结合亲身

经历的检索故事,帮助学生塑造检索思维.大连理

工大学图书馆李晋瑞老师的公开课“信息搜索十大

攻略”高度凝练了信息检索的十大攻略,帮助学生快

速掌握如何构建检索思维和提高检索技巧.东北师

范大学图书馆谢亚南老师的公开课“信息素质积极

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努力营造开放、活跃的课堂

氛围,使课堂互动贯穿于课堂始终.长春职业技术

学院孙冰爽老师的公开课“检索思维”从批判性思

维、复利思维模型、第一性原理三个方面重新诠释了

检索的定义.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张浩然老师的公

开课“开放式问题检索实例”,以具体检索案例为切

入点,将学生与教师解决同一问题的方法思路进行

对比,引导学生建立适合自身的检索思路.这些公

开课均立足于检索思维的构建,从“授之以鱼”到“授
之以渔”,着力培养学生的信息素质,起到了示范

作用.

４　结语

信息素质教育是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

容.«教育部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中提出,要“推进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其目标任务是“推动

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提升师生信息素养”[８].２０１８
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中明确

指出,要充分认识提升信息素质培育的重要意义,提
升学生的信息素质.高校图书馆在高校人才培养中

具有重要作用.１９９９年第６５届国际图书馆协会联

合会大会上宣布了«学校图书馆宣言»,强调学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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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在学校教与学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学校图

书馆是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素养发展、
信息素质、教学、学习、文化服务是学校图书馆的核

心服务[９].”高校图书馆应重视开展信息素质教育,
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加强信息素质课程体系建设.
正如陈建龙主任在会议中指出的那样,大数据时代

的工作者都是信息工作者、智力工作者,工作的对象

是信息资源、知识资源等,图书馆的教育必须在整个

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进行探讨.有人说,信息化社会

的教育变革,改变了传统的课堂形态,颠覆了传统的

教学模式,甚至有可能重塑教育业态.以教育信息

化驱动教育现代化,深化应用,融合创新,是高校图

书馆的必然使命[１０].高校图书馆应当在推进信息

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时代的命题,也
是时代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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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mmaryofthe２０１９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TrainingSeminar
ofSteeringCommitteeofAcademicLibrariesofMinistryofEducation

WangXuelian　ChenHongyan　SunBo　WuBeidan　ZhouXiuxia

Abstract:Theeducationalfunctionisthebasicfunctionofthelibrary．UniversitylibrariesshouldplayagreaＧ
terroleintheinformationizationofeducation．OnJune１９－２２,２０１９,the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Training
Seminar,hostedbytheSteeringCommitteeofAcademicLibrariesofMinistryofEducationandtheNortheastNorＧ
malUniversityLibrary,washeldinChangchun,JilinProvince．GuidedbythespiritoftheMinistryofEducation
andtheExecutiveCommittee,theseminarfocusedonhowtoimplementtheInformationizationofEducation２．０
ActionPlanandtheGuidingOpinionsonFurtherStrengthening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inCollegesandUＧ
niversities,inordertobuildinformationliteracy“GoldenCourse”,improveteachingmethods,promotethein－
depthintegrationofinformationtechnologyandeducation,andimprovetheabilityofinformationliteracyteaching．
Thisseminarnotonlydeepenedtheunderstandingandcooperationbetweenthelibraries,butalsoplayedanactive
roleintheinnovationanddevelopmentof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nationwide．

Keywords:InformationLiteracy;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DocumentRetrievalLesson;SemiＧ
nar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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