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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渐进式读者培训模式研究

———以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

□喻梦倩∗　李泰峰　侯壮

　　摘要　高校人才培养以创新为重要目标,图书馆界也提出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应向创

新素养教育转型.此文通过网络调研,梳理国内４２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读者培训的现状,并

以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实践为例,探讨以读者创新能力培养为牵引和顶层设计,结合读者各阶

段学习需求,形成层级递进、内容关联衔接、形式及空间可个性化定制的高校图书馆渐进式读者

培训模式.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读者培训　创新素养　渐进式

分类号　G２５１．５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３

１　引言

高校图书馆除肩负高等学校文献情报中心的职

责外,其教育职能不可或缺.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教

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指出,图书

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图书馆

应全面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充分发挥第二课堂

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学生综合素质[１].读者

信息素养教育是高校图书馆主动服务的重要模式,
也是高校图书馆深入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

途 径.２０１６ 年,美 国 大 学 及 研 究 图 书 馆 协 会

(ACRL)在其发布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以
下简称«框架»)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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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框架»将反思性发现及创造新知识纳入

信息素养教育概念,为信息素养教育赋予了新内

容———创新素养教育.创新素养教育将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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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因而,在读者培

训模式设计中,需将创新素养教育纳入总体设计,把
读者教育延伸到创新素养教育.

文章结合«框架»内容,通过各图书馆官网,调研

国内４２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读者培训形式、内
容及特点.并以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实践为例 ,
深入探讨结合读者各阶段的学习需求,打造内容关

联衔接、形式及空间可个性化定制、有助于提升阅读

能力、以信息素养教育为支撑、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牵

引和顶层设计的高校图书馆渐进式读者培训模式.

２　国内高校图书馆的读者培训现状调查

２．１　调查途径、内容及方法

我们选取了国内４２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进

行调查.“双一流”高校的综合实力及其图书馆的建

设和管理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内高校图书馆的发

展水平,体现国内高校图书馆当前读者培训的开展

情况.
通过直接访问相关高校主页的方式,收集高校

图书馆主页中读者培训、新生培训、学科服务、新闻

公告等板块的相关内容,采用网络调查与内容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对比分析.调查内容集中在:读
者培训形式、内容设置、是否划分培训层次、是否提

供定制培训等.
由于调查主要依据图书馆主页提供的数据,部分

数据可能未必完全代表实际培训的情况.数据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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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４日.

２．２　国内高校图书馆的读者培训现状

作为读者与资源沟通的重要形式,读者培训是高

校图书馆通过各种主题和形式的教育培训(包括检索

素养及技能、学科前沿追踪、文献管理软件使用等),
提升师生利用馆藏资源水平的一种社会性活动[４].

高校图书馆结合自身馆藏特色和各学校的学科

特色,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读者培训.通过

调查发现,目前高校图书馆读者培训的主要形式有:
系列讲座、课程、在线培训、新生培训及课程辅助.

图１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读者培训形式对比

(１)图书馆讲座

９０４８％的被调研高校图书馆开展了系列培训

讲座,讲座内容包含数据库使用、软件介绍、图书馆

利用、论文写作、网络资源等.部分高校图书馆系列

讲座的命名颇有吸引力,长期开展,已形成独具特色

的品牌,具备品牌效应.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小

时讲座”[５],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信息素养修炼”
系列专题讲座[６],云南大学图书馆的“金钥匙”讲

坛[７]等.开展系列讲座的被调研高校图书馆中,

６３１６％的明确标注各学院师生可以定制讲座,定制

方法有在线提交申请表及联系图书馆员两种.提供

讲座定制服务的被调研高校图书馆中,３７５％的图

书馆在主页明确讲座内容可根据读者及读者团队需

求单独拟定,如表１所示.
(２)图书馆公选课

我国教育部在１９８４年２月印发的«关于在高等

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中规定,凡有条

件的高校将“文献检索与利用”作为必修课,不具备

条件的学校可将其作为选修课或者开设专题讲座.
经调研,４２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部分主页未体现

开课情况,６９０５％开设与“文献检索与利用”相关的

课程,４７６％的开课高校图书馆明确根据学生读者

层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相应课程,如表２所示.
课程内容划分层次,更能明确课程教学目标,内容设

计也将更贴近不同层次读者的学习及科研需求.

表１　讲座内容可定制的“双一流”高校图书馆

序号 图书馆 可定制内容及方式

１ 清华大学图书馆 面向各院系开设专门为相关专业定制的专题培训讲座.

２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信息资源与服务利用的专场讲座,内容、时间和场地可由读者选定.

３ 天津大学图书馆
师生在学习科研中如遇图书馆利用或者文献资源方面的个性化需求,可以联系图书馆负责培训的老师预

约讲座,讲座内容可以是专题系列,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拟定.

４ 同济大学图书馆
学生可根据各自的需求提前预约,如需要培训的内容没有包括在培训计划表中,可以要求图书馆增加内容

或新开一门讲座,确定后提前７天将申请表单提交图书馆学科馆员办公室.

５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师生可根据自身需要,与信息咨询部联系,举办专题培训讲座.专题讲座的内容、时间与地点均可根据师

生的要求,由院系与信息咨询部负责人进行协商安排.

６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以班级或课题组为单位预约专门培训,提前拟好专题,发送至各学科馆员或联系人处.

７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１０人以上团队可根据团队需要预约、定制讲座内容、时间及地点.

８ 云南大学图书馆 与院系师生合作,面向各院系开设专门为相关专业定制的专题培训讲座.

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根据读者需求、预约,确定讲座内容和时间,开展不定期走入院系的专题讲座.(未见网络预约系统或联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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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分层级课程设置统计

序号 图书馆 分层级课程设置

１ 北京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信息素养概论”公选课.

２ 清华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图书馆概论”“文献检索与利用”及文“献检索与工具书利用”公选课.

♢研究生:“信息资源获取与专题应用”公选课及“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必修课.

３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人文社会科学信息检索课”公选课.

４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信息检索”,每年小学期开课.

♢研究生:”信息检索”及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研究生专业课程,包括”情报学理论与方法”“数

字图书馆技术与实践”“信息管理与信息法律”“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网络信息数据挖掘及知识管理”

“信息分析与决策企业知识产权”“信息管理战略”“科技情报研究与管理”“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等.

５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文献检索”公选课.

♢研究生:“电子资源检索与利用”选修课.

６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信息素质综合训练”等公选课.

♢研究生:“信息检索、分析及利用”“人文社科信息检索与管理”“理科学术信息检索与管理”等公选课及

必修课.

７ 天津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网络信息检索”“知识产权与专利情报”“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公选课.

♢研究生:“信息检索与分析”“专利实务与专利情报分析”选修课.

８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文献检索”公选课.

９ 复旦大学
♢本科生:“信息检索与利用”公选课.

♢研究生:“电子文献检索”选修课.

１０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媒体与设计学院专业课:“文献解锁与解读”,由学科馆员与媒体设计学院教师共同开设.

♢药学院研究生开设专业必修课“药物信息检索与使用”.

１１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人文社科信息素养”“科技信息素养”公选课.

♢研究生:“文献调研的策略与方法”选修课.

１２ 浙江大学图书馆 ♢研究生:“计算机信息检索(理工类)”选修课.

１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电子信息检索”公选课.

♢研究生:“电子信息检索”及“文献管理与信息分析”公选课.

１４ 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文献检索”公选课.

♢研究生:“文献检索与文献管理”(理科生)、“信息检索”(文科生)选修课.

１５ 武汉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通识类课程“古籍鉴赏”“专利信息与发明创新”“网络信息资源处理”“科技写作”“计算机信息

检索与利用”(文、理科)“网络信息检索与利用”(工科).

１６ 重庆大学图书馆 ♢研究生:“文献检索与利用”选修课.

１７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大学生阅读素养”“经典６０读本赏析”“信息检索与利用”等公选课.

♢研究生:“学术资源使用与分析”选修课.

１８ 东北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信息检索与利用”公选课.

１９ 湖南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文献检索与利用”公选课.

２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本科生:“文献检索”公选课.

♢研究生:“电子文献利用”选修课.

♢为创新实验学院开设“信息利用技术”课程.

∗注:未标明课程受众层次的不在统计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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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自助培训

自助培训模式是指由图书馆根据读者需求搜集

或制作主题明确、方法适当的培训资料,通过多种便

捷途径(主要是网络)向读者提供,并由读者通过自

学掌握某方面知识或方法的培训方式.该培训模式

的特征是开放性和拓展性,即指定范围内的任何人

都可以下载培训资源,培训资料可以来自课程培训

和讲座培训,也可以由图书馆自编,甚至可以从网上

搜集[８].
在线培训是自助培训的主要形式,从调查情况

看,３３．３３％的高校图书馆提供在线培训课程.课程

包含图书馆自主制作的网络视频课程及各数据库平

台提供的在线培训两种.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国

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数字图书馆资源检索与利

用”[９];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系列讲座视频节目[１０](包
括图书馆资源利用、数据库及平台使用等);北京师

范大学图书馆的微课程[１１](以细分的知识点、短小

的视频动态呈现图书馆丰富的资源和专业的服务,
内容包括信息资源检索、利用技巧以及信息管理工

具利用等相关知识);山东大学图书馆提供数据库应

用、学习文献管理工具 NE 的技巧等内容的微视

频[１２];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小布微课[１３](信息素养、资

源查找与利用、馆舍与服务、学术道德与规范)等.
自主制作在线培训课程的高校图书馆仅占提供

在线培训的高校图书馆中的３５７１％,大多数图书

馆并未提供在线培训服务.
(４)新生培训及课程辅助

新生培训是读者培训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能帮

助新入校读者快速熟悉图书馆的资源及服务,为新

读者有效使用图书馆资源夯实基础.被调研高校

中,７１．４３％提供新生入学培训,培训形式包含网络

视频或课件自助学习、图书馆参观、讲座及上机.

２３．８％的被调研高校图书馆提供课程辅助服务,由
学科馆员提供相关学科信息素养嵌课服务,嵌入专

业课程,帮助读者提升专业信息获取能力.

２．３　调研结果分析

从调研数据来看,国内高校图书馆均开展了内

容丰富、形式各异的读者培训,共性如下:

１)培训内容紧密围绕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开展.

２)讲座中相同的主题类型大多为:数据库使用、软
件介绍、图书馆利用、论文写作、网络资源.

３)部分高校注重培训层次划分,根据不同受众

群体,针对性地设计相应课程和培训内容(如文科/
理科或本科生/研究生等).其中,少数高校图书馆

表３　课程辅助内容统计

序号 图书馆 可定制内容及方式

１ 北京大学图书馆
在文科教师开设的任何一门课上,留出１－２次课程的时间,由图书馆前去课上介绍与该课程/学科相关

的电子资源的种类/数量/使用,也可结合课程作业、课堂讨论、结课论文题目等介绍如何利用电子资源.

２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嵌入院系的专业课,助力专业资源的查找和利用.和院系专业课程教师合作,定制一到多个课时的信息

素养培训嵌入到课程.嵌入式课程与专业课紧密结合,从此专业资源的查找和利用不再困难.

３ 复旦大学 为授课教师提供课程中插入相关资源讲座的嵌课服务.

４ 同济大学图书馆
共享空间课程:学科馆员与院系专业教师合作,开设教学共享空间课程,内容涉及课程信息源的选择、如

何进行文献检索、获取和利用等.

５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嵌入教学培训.

６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配合专业课程,讲授信息检索相关知识:可以配合专业教师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各院系有需要的

老师,可联系图书馆在教师开设的专业课程中插入与信息检索与利用相关内容的讲授.

７ 武汉大学图书馆 学科馆员嵌入到学院科研、教学第一线开展各类信息素养教育.

８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学科服务嵌入教学:学科馆员与专业课教师合作,在专业课程中嵌入１－２次专题信息素养培训课程,为

学生介绍学科信息资源、讲解文献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文献管理软件使用方法等.

９ 东北大学图书馆 开展嵌入式教学,为专业科教学提供辅助.

１０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学科馆员嵌入到学院科研、教学第一线,开展各类信息素养教育,与专业课教师合作,在专业课程中嵌入

专题信息素养培训课程,为学生介绍学科信息资源、讲解文献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文献管理软件使用方

法等.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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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训内容划分层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内容定

制服务.

４)将图书馆读者教育与不同学科、不同读者团队

的需求相结合,以读者需求为中心设计读者培训内容.

５)借助制作在线培训课程、提供新生培训及学

科课程辅助等途径,不断完善图书馆读者培训的内

容和形式,使图书馆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从不

同侧面及角度帮助读者成长成才.

３　渐进式读者培训模式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图书馆)的渐进

式读者培训模式(下简称“模式”)除了具备上述共性

特点外,着力将读者创新素养教育纳入模式设计,以
阅读能力的培养为基础,将信息素养教育贯穿始终,
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牵引和顶层设计,构建了将图书

馆文献资源、学习空间和专业馆员有机结合,以读者

各阶段学习需求为驱动的内容层级清晰、过渡顺畅、
培训方式和空间可个性定制、素养教育与创新能力

培养相结合的渐进式读者培训模式.

３．１　框架设计

目前高校图书馆的读者培训内容体系[１４],如图

２所示:

图２　读者培训的内容体系

模式设计在现有读者培训内容体系的基础上,
进一步梳理不同年级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将读者培

训划分为三个层次,内容关联衔接.以读者阅读能

力及兴趣培养入手,逐步加深培训内容的难度,将信

息素养教育贯穿始终,顶层设计结合课题创新,以读

者创新能力培养为最终目标.模式设计主要遵循如

下原则:

１)以读者需求为中心,清晰划分层次:模式结合

不同年级读者的学习及成长需求,清晰划分层级,便
于内容设计和读者选择.

２)尊重个性化需求,实现灵活定制:模式既提供模

块化课程和系列培训,又充分尊重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提供培训的内容、空间、时间及形式的个性化定制.

３)理论联系实践,知识与实践结合:模式将创新

创业课题与读者创新素养教育结合,为读者提供创

新课题申请平台,专业馆员嵌入团队,全过程指导.
帮助读者学以致用,培养其创新能力.模式框架如

图３所示:

图３　渐进式读者培训模式框架

由图３可见,模式以图书馆空间、资源、馆员队

伍及在线自主学习平台为依托,根据不同年级读者

的需求,设计了目标层层递进、课程及内容逐步加

深、创新课题嵌套的渐进式读者培训模型:
阶段一,阅读兴趣及能力培养.本科低年级读

者进入高校学习之初,将经历高中至大学学习方式

方法的转变.我国高等教育前的阅读教育受应试教

育影响,学生的阅读面狭窄,不同类型文献的阅读及

独立分析能力较弱.为帮助本科低年级读者快速适

应高校学习,提升其阅读能力,图书馆开设相关阅读

公选课,辅以主题推送、阅读沙龙及阅读活动,将课

程与阅读推广相结合,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帮助

其掌握各类经典文献的获取和阅读方法,为本科高

年级段专业文献的阅读夯实基础.
阶段二,提升信息素养能力.本科高年级及研

究生新生需大量阅读专业文献,并掌握文献的阅读、
整理、分析方法.此阶段读者培训的目标为提升读

者的专业文献阅读及科技信息获取能力.图书馆开

设信息素养公选课及学科系列讲座,重点培养本科

高年级及研究生新生读者的专业文献阅读及科技信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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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获取能力.
阶段三,创新能力培养.创新素养教育除对读

者的创新意识、思维、精神的培养外,还注重创新能

力、创新知识的培养.模式在前两阶段读者培训教

育的基础上,以本科高年级及研究生读者为主体,建
立“馆员专业引导＋创新创业课题驱动＋创客空间

支持”的实践平台.以学校创新课题为依托,将读者

培训与创新实践相结合,为读者提供知识向能力转

换的创新实践平台.

３．２　培训内容设计

图书馆根据模型框架,针对不同阶段读者的学

习需求,构建了内容层级清晰的读者培训内容体系,
如图４所示:

图４　渐进式读者培训内容体系

阶段一:通识文献阅读指导.图书馆针对本科

新生读者开设新生课堂并开设“大学生阅读素养”及
“经典６０读本赏析”两门公选课.

图书馆新生课堂以课堂授课为主要形式,通过

视频、资源介绍、在线演示等方法,让新生快速了解

图书馆,帮助其有效利用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大学生阅读素养”公选课以图书馆馆藏资源为

基础,教授读者不同通识类书籍(科学、历史、小说、
社科、哲学、戏剧等)的阅读方法和技巧.从文字、情
感、审美、历史、伦理、哲学、自我心理修复等多个维

度,引导读者提高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提
升其阅读鉴赏、批判思辨、写作演讲表达等软实力.
课程板块分为:阅读与图书馆(阅读史、如何利用图

书馆阅读等)、阅读的层次与方法(基础阅读、检视阅

读、分析阅读、主题阅读)、阅读不同种类文献(历史、
文学、社科、哲学等)的方法、阅读与心理健康(阅读

疗法的原理、类型,国内外阅读疗法实例,阅读疗法

的现状与前景).

“经典６０读本赏析”公选课旨在通过经典阅读与

鉴赏,完善读者的知识体系,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与综合素质.课程板块分为:经典阅读与大学生成

长,从总体上介绍阅读经典时的要点和诸多裨益,重
点讨论在大学生读者成长的过程中,阅读经典可能发

挥的关键作用.阅读资源获取方法,结合图书馆的电

子书数据库,介绍如何利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查找并

阅读电子图书.阅读鉴赏,通过品读、鉴赏与讨论历

史、科技、文学、经济等经典著作,在提高读者人文素

养的同时,提升其阅读、写作、资源获取等能力.
阶段二:专业文献获取及利用.模式以信息素

养公选课为基础,课程团队深入不同科研团队,将
“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和不同学科结合,加强内容

的针对性和实战性.课程团队为学校不同专业及团

队的本科读者提供定制讲座,根据不同专业特色,增
加专业案例,帮助读者提高专业文献的获取及阅读

能力.如嵌入学校数学建模竞赛团队,以数学建模

为核心,定制讲座内容,让建模团队学生读者掌握获

取、鉴别及利用相关资源的方式方法,帮助他们更好

地完成研究任务.
阶段三:创新能力培养.依托前两个阶段对读

者基础阅读能力及信息素养的提升,图书馆开设“学
术资源使用与分析”研究生公选课,并为保研学生读

者、创新创业课题组及研究生提供“科研信息素养系

列讲座”,着重培养读者对专业文献进行情报分析、
撰写论文、开展研究的能力,为读者进一步深造,参
与科研和创新创业打下基础.同时,“科研信息素养

系列讲座”还提供定制服务,读者团队可以根据自身

需求,联系相关学科馆员,定制讲座内容并指定培训

时间和地点.做到内容可定制、时间可定制、形式可

定制的个性化培养.此外,结合线上学习平台“自主

学习系统”的各类课程,进一步扩充读者培训内容,
便于读者利用碎片时间获取更多培训内容信息,完
成自我学习和提高.该阶段中,结合学校创新创业

课题,专业馆员担任指导教师,帮助读者团队申报并

完成创新课题,并全程提供资源利用保障.
各阶段相辅相成、互相支撑.随着读者不同阶

段学习科研需求的变化,读者的培训目标、内容、形
式等也相应变化.渐进式的模式设计与读者学习成

长过程相符,更贴近读者的学习需求.

３．３　创新能力培养模块设计

创新素养教育是新形势下读者教育的重要内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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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通过各阶段的读者教育,逐步培养读者的创新

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而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

良好的实践平台,通过实践将知识转化为能力.
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牵引和顶层设计,是渐进式

读者培训模式的尝试和创新.在提高读者文献阅读

能力和信息素养能力的基础上,电子科技大学图书

馆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建立了“创客空间”,将专属

空间、丰富馆藏及专业馆员相结合,配合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注重读者动手能力及创新能力培养,建立了

“馆员专业引导＋创新创业课题驱动＋创客空间支

持”实践平台,培养读者创新能力,如图５所示.
阅读与创新能力培养设计以创客空间为支撑,

以学校创新创业课题和图书馆自拟课题为依托,图
书馆提供研究所需设备(苹果工作站、３D 打印机、

３D显示、VR等),每个创新创业团队配置至少一名

专业馆员.专业馆员拟定申报题目,并在全校范围

内组建跨专业课题团队,指导团队完成课题申报材

料撰写.课题立项后,专业馆员全程协助课题团队,
为团队提供内容定制的信息素养培训,并提供相应

技术支持及文献保障.课题完成后,专业馆员指导

并帮助课题组完成结题报告,指导结题答辩,为课题

顺利结题提供保障.如图６所示:

图５　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图６　创新课题指导流程

创新课题紧密围绕图书馆的资源、服务、平台建

设相关内容,如“基于图书馆的图书评价与自动推送

系统”、“基于 Android的图书馆综合管理平台”等,

与读者需求及图书馆发展密切相关.
表４　创新创业课题一览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时间 完成情况

１ 创意微视频的制作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 已结题

２
基于IOS移动平台的书友

圈应用研究与实现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 已结题

３
网页设计与实现及三维全

景展示技术研究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 已结题

４
基于数字化图书馆的核心

数据平台与中间库建设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 已结题

５

阅读———基于图书馆功能

的学习社交型移动应用产

品的研究与实现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 已结题

６
基于 Android的图书馆 座

位综合管理平台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 已结题

７ Mooc在线学堂开发与建设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 已结题

８
关于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

在线学习情况的调查研究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 已结题

９
图览成电,书观天下———３D
设计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 已结题

１０
基于图书馆的图书评价与

自动推送系统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 在研

“馆员专业引导＋创新创业课题驱动＋创客空

间支持”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块,能有效帮助读者通过

实践将知识转化为技能,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升知

识获取能力和创新能力.

４　效果及优化

２０１１年以来,图书馆通过不断优化的渐进式读

者培训模式,为全校学生读者开设了各类课程、培训

及讲座,覆盖全校本科生达９９３０８人次.开设“信息

检索与利用”“大学生阅读素养”等校级公选课共计

１７４４课时,选课学生读者４５０８人,平均评教成绩为

９０．１６分;新生课堂培训学生读者共计３３０００余人;
开设学科及专业数据库讲座３００余场,累计参与学

生读者６１８００人.２０１３年以来,图书馆指导学生读

者团队承担各类创新创业课题１３项,其中校级课题

１０项,并获奖２项.模式获电子科技大学２０１６年

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及第八届高等教育四川省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
为进一步优化模式,贴近读者的个性化培训需

求,今后将从如下方面入手:
(１)建立互动反馈机制.国外对读者培训的研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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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包括培训理念研究、培训内容研究、培训反馈研究

及培训效果、途径和影响研究.渐进式读者培训模

型,除通过读者调研、教师团队座谈等方式,深入了

解读者需求外,还应设置有效的互动反馈机制,动态

掌握读者需求,及时调整培训内容和形式.
(２)建设线上线下学习平台.国内高校图书馆

仅少数制作了网络课程,供读者自助学习使用.网

络自助学习符合学生读者碎片化学习的需求,时间、
地点更灵活.读者培训模式中的课程和系列讲座可

制作成视频,便于读者利用碎片时间灵活学习.
(３)打造专业培训团队.国内高校读者培训讲

座的承担主体主要是图书馆员、数据库商培训人员

以及部分教师和学生社团成员,而国外主要是学科

馆员[１５].图书馆必须建设一支有学科背景,具有很

高信息素养和信息服务技能的培训团队.团队可以

课题组或课程组为形式,定期开展集体备课、课程内

容讨论、课程试讲等教学研讨活动.同时,图书馆应

为团队提供校内外培训,提高团队的课程设计能力、
授课能力、宣传能力等.

(４)关注读者教育变革动态.实时关注国内外读

者教育信息素养教育方法的变革(翻转课堂、雨课堂、云
舟知识空间、微课堂),结合学校学科特色,及时调整读

者培训内容及模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育人需求.

５　结语

渐进式读者培训模式在现有高校图书馆信息素

养培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读者培训与读者各阶段的

学习需求结合,设计层次清晰、内容衔接关联、培训目

标明确的框架体系,并为读者提供内容、空间、时间、
形式的个性化定制.模式还将创新素养培养引入读

者素养教育,培养读者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

神,促进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激发读者的创新能力.
通过不同层次、相互衔接的读者培训,赋予高校图书

馆读者培训新意,创新读者素养教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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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iveReaderTrainingModelinCollegeLibrary
—ACaseStudyoftheLibraryofUniversityofElectronic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

YuMengqian　LiTaifeng　HouZhuang

Abstract:Innovativecompetencytrainingisanimportantgoalofuniversities．InformationliteracyeduＧ
cationin universitylibrariesshould betransformedintoinnovativeliteracyeducation．Accordingto
networkssurvey,thepaperanalyzesthecurrentsituationofreaderstrainingprogramsin４２“DoubleＧFirst
Class”universitylibraries,andtakestheprogressivepersonalizedreadertrainingmodelofUniversityofEＧ
lectronic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asacasestudy,whichtakestheinnovativecompetencytraining
ofreadersasthetoppriority．Inthismodel,thetraininglevelshasbeenclearlydivided,andthecontent,
form,timeandspaceoftrainingcanbecusto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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