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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硕士跨专业现状、困扰与对策研究

□尚新丽∗　黄若尧

　　摘要　基于相关调查数据和第一手资料,阐述了我国图书情报硕士跨专业生源现状,并从图

书情报专业的冷门性、入学考试难度较低、专业相关性、学历“镀金”方面对跨专业生源形成原因

和跨专业生源给图书情报硕士教育带来的困扰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调整初试科

目、延长学制、优化课程设置、因材施教、阅读配置、学科交叉研究、加强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等相

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　图书情报硕士　跨专业生源　研究生教育

分类号　G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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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图书情报硕士”是“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

(Masterof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s,MLIS
)”的简称,是相对于学术型学位而言的学位类型,是
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新形式,是
我国３９种专业硕士中的一种.２０１０年我国开始设

立 MLIS,第一批获授予权的单位有１８所,２０１４年

第二批获授予权的单位为１３所,目前 MLIS授予权

单位共３１所,其中２３所是“２１１工程”院校(含１４所

“９８５工程”院校),占总数的７４％,８所其他院校和

信息中心,占总数的２６％;从授予权单位地域分布

看,已覆盖全国１９个省/直辖市,大多分布在东部、
中部和北部地区[１].

MLIS教育的目的、要求和去向是十分明确的,
就是“培养掌握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综合

运用管理、经济、法律、计算机知识解决图书情报工

作中的实际问题,具有较高职业素养,胜任图书情报

行业的实际工作,适应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文化

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２－３]

自２０１１年开始招生至今,我国 MLIS教育发展形势

良好.但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跨专业生源的增加,
跨专业研究生教育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成为 MLIS
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调研显示,目前还没有专门探讨 MLIS跨专业

研究生教育问题的文献,关注度和重视度远远落后

于实践的发展.本文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
用第一手资料,结合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体会,对图

书情报硕士跨专业现状、成因以及面临的困扰进行

了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对 MLIS研

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对此类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

所裨益.

２　图书情报硕士跨专业生源现状及成因

MLIS跨专业生源是指考入 MLIS的研究生其

本科专业非“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类目下的图

书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研究生专业为“情报

学”)以及档案学３个专业.简言之,就是本科阶段

与研究生阶段所学专业不同的学生.按本科专业与

研究生专业跨度的大小,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跨学

科门类,比如从经济学、文学、理学、工学、医学等学

科考入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属于不同学科门类之

间的大跨越;二是同一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之间的

跨越[４],比如从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的专业跨到

图书馆学、情报学,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学科分类中,管理学科门类包括“管理科学与

工程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类”“物流管理与工程类”“工业工程类”“旅游

管理类”等共９个一级学科,其他８个一级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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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科生考入图书馆学、情报学即属此类.

２．１　图书情报硕士跨专业生源现状

据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先

后组织实施的４次全国 MLIS教育发展状况调查报

告,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MLIS招生人数呈增长态势,全
国累计招收 MLIS研究生２９４４人;在生源方面,自

２０１２年起,历年招收的 MLIS研究生中,本科专业

系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和信

息技术相关专业的比例皆不足５０％[５].如果按本

文跨专业生源的界定,计算机学科类的“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属于跨专业,那么本科专业系

图书 情 报 与 档 案 管 理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３３０５％、

１８７７％、１４１１％、１９８２％、１３０５％、１５３３％,除

２０１１年外,其他年度和年均比例都不足２０％,而跨

专业生源由２０１１年的６６９５％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

８１２３％后,一直稳居在８０％以上(见表１).华东师

范大学的调查数据从宏观层面反映出非图书情报与

档案管理专业的学生已成为我国 MLIS教育的主要

生源.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 MLIS生源专业统计

　　专业

年份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其他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合计

２０１１ ３９ ３３．０５ ７９ ６６．９５ １１８

２０１２ ４９ １８．７７ ２１２ ８１．２３ ２６１

２０１３ ４５ １４．１１ ３１９ ８７．６４ ３６４

２０１４ ９５ １９．８２ ３８４ ８０．１７ ４７９

２０１５ ９２ １３．０５ ６１３ ８６．９５ ７０５

２０１６ １１３ １５．３３ ６２４ ８４．６７ ７３７

合计 ４３３ １６．２５ ２２３１ ８３．７５ ２６６４

注:由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的调查报告整理而成.“其他”表示

非“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的原始调查报告数据

不完整.

为更加精准起见,我们又利用第一手材料,从微

观层面对郑州大学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 MLIS招生人数、
跨专业生源进行了统计(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随着 MLIS招生规模的扩大,跨专

业生源人数迅速增加,６年来郑州大学共招收 MLIS
研究生１１２人,其中跨专业人数高达８３人,占总人

数的７４．１１％,年度跨专业人数比例由最初的３０％
多上升到８０％多,这与全国 MLIS跨专业生源现状

基本吻合.

表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郑州大学 MLIS跨专业生源统计

年份 招生人数 跨专业人数 百分比(％)

２０１２ ８ ３ ３７．５０

２０１３ １２ ８ ６６．６７

２０１４ １２ ４ ３３．３３

２０１５ ２６ ２２ ８４．６２

２０１６ ２７ ２３ ８５．１９

２０１７ ２７ ２３ ８５．１９

合计 １１２ ８３ ７４．１１

注:郑州大学２０１２年开始招生.

根据２０１２年教育部制定和发布的«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目录»学科分类[６]和２０１１年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

录»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
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１２个

学科门类)[７],对郑州大学 MLIS研究生跨学科专业

情况做进一步统计,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郑州大学 MLIS跨学科专业数量统计

学科门类 跨专业人数 百分比(％)

经济学 ８ ９．６５

法学 １ １．２１

教育学 １ １．２１

文学 ３ ６．０３

理学 ５ ６．０５

工学 １７ ２０．５０

医学 １ １．２１

管理学 ４２ ５０．５５

艺术学 ３ ３．６１

合计 ８３ １００

表３显示,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郑州大学 MLIS跨专

业研究生来自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
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９个学科门类,占１２个学

科门类的７５％.进一步统计发现,８３个跨专业学生

跨９个学科门类下的３８个专业;从跨学科专业的多

少看,排在前５位的学科分别是:管理学、工学、经济

学、理学、文学和艺术学(两学科并列);从跨学科程

度看,跨学科门类的有４１人,占跨专业总人数的４９．
４０％,跨同一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的有４２人,占比

为５０．６０％.数据还显示,随着 MLIS研究生跨专业

人数的增加,跨学科专业的类型也随之增加,２０１５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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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２０１６年郑州大学 MLIS跨专业学生分别跨６
个学科门类的１７和１８种专业.可见,MLIS研究生

跨学科专业的广泛性.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招生单位 MLIS跨专业

生源有较大的差异.据华东师范大学调查报告显

示,“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院校的生源质量相较于

一般院校要好一些,一是来自“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

程”院校的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二是本科专业属于图

书情报相关专业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譬如武汉大学、
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

MLIS研究生半数以上来自“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

程”高校,大多具有图书情报相关专业背景[８－９].相

对而言,一般院校和部分“２１１工程”院校跨专业生

源比例相当高,且多来自于二本和三本院校.

２．２　图书情报硕士跨专业生源形成原因

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对考生有学历上的限制,
但大部分学科专业对考生没有专业背景的限制,这
为广大考生提供了广阔的专业选择空间,考生可根

据自己的情况或出于某些原因跨出本科时的学科专

业,报考其他学科专业.MLIS研究生跨专业现状

就是在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大背景下,主要由以下

原因作用的结果.

２．２．１　图书情报专业的冷门性

相较于大学科热门专业研究生考试的高竞争,

MLIS属于小学科冷门专业,报考人数少,竞争程度

低,考上的概率高.一般来说,图书馆学、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和档案学本科专业招生人数相对较少,
本专业学生毕业时,除去就业的、继续进行本专业学

术型研究生深造的,报考 MLIS硕士的学生非常有

限,MLIS自然就成了其他学科专业学生青睐的

对象.

２．２．２　入学考试难度较低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初试科目一般是４门,理学、
工学、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

理论、统考英语一、统考数学三和专业课,人文社科

类的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理论、统考英语一、专业课

一和专业课二.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相比,MLIS
研究生初试只需考“统考英语二”和“管理综合联考”
两科,而英语二比英语一容易,管理综合联考中数学

的难度也比数学三简单,没有思想政治考试科目,这
大大减轻了考试的难度,从而成为一些外语、数学和

思想政治理论薄弱学生的最佳选择[１０].MLIS初试

不考图书情报专业基础知识,也避免了跨专业考试

的劣势,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其他专业学生的报考.
在对跨专业研究生“选择图书情报专业的原因”调查

中,６０％的学生回答是因为图书情报专业入学选拔

相对容易,这也印证了 MLIS入学考试难度较低.

３．２．３　专业相关性

由于 MLIS研究生初试为全国管理类联考,因
此跨管理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专业的比例很高,这
源于它们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属于同一学科门类

(管理学).工学的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信息

技术相关专业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相关性较

高(如数据挖掘、本体构建、图像处理技术、信息传递

与交流等),吸引了这些专业的大量学生,因此来自

信息、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关专业的人数逐年呈上升

趋势.

２．２．４　学历“镀金”
从全国 MLIS招生情况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招收

的 MLIS研究生中,来自“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院
校的生源虽逐年有所增加,但总体比例呈下降趋势,
而来自非“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院校的人数、比例

呈增长趋势,近两年已高达７３％以上(见表４).据

统计,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郑州大学招收的 MLIS研究生

中,来自非“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院校的生源比例

分别为５０％、８３３３％、３３３３％、８４６２％、７７７８％、

８８８９％,大多年份都高出全国总体比例,而这些生

源基本上是跨专业学生.在目前就业形势非常困难

的情况下,学历层次和毕业学校等级高低成为影响

个人就业的重要因素.通过对郑州大学 MLIS跨专

业研究生(在读的和部分已毕业的)考研动机进行调

表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 MLIS生源院校统计

　　院校

年份　　

“９８５工程” “２１１工程” 其他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２０１１ ３０ ２１５８ ４３ ３０９４ ６６ ４７４８

２０１２ ４６ １４．７４ ６９ ２２．１２ １９７ ６３．１４

２０１３ ４８ １１．４６ ８３ １９．８１ ２８８ ６８．７３

２０１４ ６７ １４．１１ １００ ２１．０５ ３０８ ６４．８４

２０１５ ８２ １１．６３ １０５ １４．８９ ５１８ ７３．４８

２０１６ ６６ ８．９６ １３０ １７．６４ ５４１ ７３．４０

注:由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的调查报告整理而成.其他是指非

“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院校,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原始调查报告数据不

完整.

查,结果显示,七成跨专业研究生出于就业选择读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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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其中有四成学生是想通过提高学历层次和毕业

学校知名度来增强就业优势.通过报考重点大学的

研究生来提高学历层次及其毕业学校的知名度,是
非重点大学学生和跨专业学生进行学历“镀金”的理

性选择.

３　图书情报硕士跨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困扰

大量跨专业学生给 MLIS研究生教育带来充足

生源和不同学科知识交叉融合对图书情报专业教育

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由于其图书情报专业

基础知识的缺失和培养机制的原因,给 MLIS研究

生教育增加了困难,给教、学、研带来了困扰.

３．１　教育机构面临均衡培养困扰

所谓均衡培养,是指对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

MLIS研究生的培养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或稳定的结

果,也就是达到 MLIS预定的培养目标.然而,目前

的混同培养模式不能够很好地解决 MLIS跨专业研

究生知识接受、能力培养、职业对接等问题,达不到

MLIS研究生均衡培养状态.
就 MLIS毕业研究生职业对接情况,据有关调

查,“７２．１８％的毕业生认为工作与专业的相关程度

较低”,究其原因,一是由于 MLIS跨专业研究生图

书情报专业基础知识不扎实,所以不少学生在择业

时回避了图书情报职业;二是 MLIS培养方案不尽

合理[１１].

３．２　教师课堂教学困扰

硕士是本科阶段学习的延续,通过课程学习掌

握行业发展趋势、培养创造性思维,形成对不断发展

的社会适应力[１２],而硕士阶段的教学是本科阶段教

学的深化和升华,教师要在本科教学的基础上向研

究生传授更深、更具难度的专业理论知识[１３].由于

MLIS跨专业学生图书情报专业知识的零基础,在
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对于特定课程的相关专业基

础知识处于完全不对称状态.专业基础知识的完全

不对称,使“教”与“学”双方缺少一个基本的、共同的

知识平台,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课程知识学生难以

快速的理解和掌握(消化不良),至于参与互动讨论

就更难以实现,学习热情和积极性也难以调动起来,
当然不可能有好的教学效果[１４].如果教师为跨专

业学生补充专业基础知识,从图书情报专业的基本

概念和基本知识讲起,势必会占用课堂教学时间,影
响教学进程,也不符合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同时

对于已经完成本科图书情报专业的学生来说,这些

教学内容则是本科专业知识的重复[１５],会降低他们

的学习积极性,也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如何兼

顾不同专业背景学生,教师将专业课程讲好,让各类

学生学好,尤其是跨专业学生,成为教师课堂教学面

临的极大困扰.如果教师课堂教学困扰得不到很好

的解决,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最终影响 MLIS教育

质量.

３．３　跨专业学生学习困扰

据调查,所有跨专业学生都认为对专业知识理

解较慢,专业跨度过大的学生对专业知识理解更加

吃力.笔者作为一名情报学的跨专业研究生,对此

最大的感受来自于课堂和课下作业.就课堂上的表

现来看,跨专业研究生很难积极地参与到课堂讨论

中,鲜有主动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同时对于老师所

说的专业词汇、术语以及专业工具知之甚少,而这些

很多都是本科阶段的教学内容;对于课下作业或小

组作业,跨专业研究生对很多知识和问题难以理解,
因此课堂表现和课下作业的完成情况并不理想.

３．４　跨专业学生科研困扰

我国 MLIS全日制学制一般是２－３年.目前,
只有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云南大学 MLIS的学制

是３年,其余培养单位皆为２年[１６].在这２年时间

中,课程学习１年,实践教学不少于半年,虽然采取

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但余下做科研

的时间已十分有限,加上跨专业学生专业基础知识

和专业素养的欠缺,仅靠１年时间的课程学习很难

系统掌握该领域的专业知识,所以无法准确地把握

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的热点和趋势,不易对一个问题

有自己独到深入的见解和创新,想顺利完成毕业论

文(报告)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

３．５　跨专业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困扰

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MLIS以全日制研究生

为主,在职研究生比例很少[１７],而具有图书情报工

作经验的全日制研究生人数更少,这与公共管理硕

士(MPA)、工商管理硕士(MBA)生源有很大的不

同.许多跨专业学生考研就是为了学历“镀金”以此

增加未来的就业优势,选择图书情报专业的主要原

因并非兴趣所致或想从事该领域的工作和研究,所
以在考取研究生之后就认为万事大吉,学习目标不

明确,学习缺少动力,不会主动克服学习上出现的困

难,学生自身的不作为给 MLIS教育带来了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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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

４　图书情报硕士跨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对策

随着 MLIS跨专业生源教育问题的凸显,已引

起了一些培养单位的重视,采取了一些解决措施,比
如武汉大学针对不同来源的学生科学地组织教学,
实现个性化培养等[１８],学界对此也有一定程度的关

注.笔者认为,应从国家考试体制、培养机构和导师

层面采取对策.

４．１　调整初试科目

针对 MLIS跨专业学生因专业基础知识缺乏带

来的学习困扰,可从国家考试体制的源头进行控制,
建议调整初试科目.

目前,我国 MLIS研究生初试为全国管理类联

考,由于不考图书情报专业方面的知识,考生就不会

学习该专业知识.因此,要想解决跨专业研究生图

书情报专业知识缺乏造成的专业学习困扰,首先要

从现有的准入制度入手,调整初试科目,建议增设图

书情报专业基础知识考试科目(招生单位自行命题

或全国统一命题),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和云南大学

曾建议以“图书情报联考”代替“管理综合联考”[１９].
无论是增设图书情报考试科目,还是“图书情报联

考”替代“管理综合联考”,只要增加图书情报专业知

识考试,考生就会对图书情报专业基础知识进行学

习,这样就为跨专业学生的研究生阶段学习奠定了

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

４．２　延长学制与优化课程设置

针对跨专业研究生专业学习困扰和 MLIS均衡

培养困扰,教育机构可在 MLIS培养方案上下功夫,
具体可采取延长学制和优化课程体系设置的办法.

４．２．１　延长学制

所谓延长学制,就是延长跨专业研究生的学习

年限.教育机构可对跨专业研究生和本专业研究生

规定不同的学习年限,本科系图书情报专业的研究

生学习年限为２年,跨专业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２．５
年或３年,通过延长学制使跨专业学生有更多时间

学好专业知识和培养专业素养.

４．２．２　优化课程设置

无论是学术型还是专业学位型,现有的研究生

课程培养方案都没有对跨专业研究生教育做特殊考

虑,在专业课程设置上没有体现出差异性.教育机

构可通过优化课程设置的办法解决跨专业研究生专

业学习的困扰.优化课程设置,就是在现有课程体

系的基础上,对跨专业研究生增设必修专业基础课

程,构成跨专业研究生的课程体系设置.对于增设

的专业基础课,可设置为先修课,在研究生入学后的

２－３个月内集中授课,以使跨专业学生在最短的时

间内补上专业基础知识的不足,也可以避免以往要

求跨专业研究生跟着本科生补修专业基础课时可能

出现的听课时间冲突,或补修积极性不高流于形式

的情况.
对跨专业研究生实行延长学制的培养方式和优

化课程体系的课程培养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可化解

MLIS研究生均衡培养的困扰.

４．３　因材施教

针对课堂教学困扰,建议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一

定要因材施教,要充分考虑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专

业知识接受能力,在既定的教学时间内做到深入浅

出地讲授,并依据专业知识的内在联系,适度补充与

特定课程相关的专业基础知识,帮助跨专业学生渐

进地填补专业知识缺乏的短板,消减课堂教学中教

师与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完全不对称的状况,让不同

水平的学生都能理解和掌握特定课程的知识,实现

不同专业背景学生效用的最大化.
同时教学方法要多元化,例如课程知识理论讲

授和课堂讨论相结合,针对问题组织小组讨论,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交流,引发学生之间乃至师生之

间的讨论,使跨专业学生通过交流获取新知识,使跨

专业学生和本专业学生都能够更好的吸收消化教师

所讲的课程知识.
总之,因材施教既可以解决教师课堂教学困扰,

使课堂教学能够顺利的进行,也有利于缓解跨专业

学生学习困扰,最终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４．４　阅读配置与学科交叉研究

针对跨专业研究生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薄弱导

致的学习、科研困扰,导师作为研究生专业学习和科

学研究的指导者,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可通过阅读

配置与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来帮助跨专业研究生化

解困扰.

４．４．１　阅读配置

阅读配置就是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为跨

专业研究生特别配备布置阅读规划,包括阅读文献

类型、书目、阅读进度等,使跨专业学生在导师的指

导下,进行有计划地学习、阅读文献,通过大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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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专业知识;同时导师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师生之

间的学习交流,引导学生提问、发表见解等,使跨专

业学生通过交流获得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开阔思维.
通过阅读配置,辅以学习交流,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

跨专业研究生专业学习困扰,尽快适应研究生阶段

的学习.

４．４．２　学科交叉研究

跨专业研究生既存在着不足,同时又具备一定

优势.在科研方面,导师要对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

科研培养体现出差异性,在日常课题研究与毕业论

文选题上,鼓励跨专业研究生选择交叉性课题,充分

利用本科专业背景优势,将本科专业的理论、知识、
方法引入到课题研究中,进行学科交叉研究,这样有

利于降低科研工作的困扰,还有可能形成独特的思

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４．５　加强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

根据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２０],上述对策对跨

专业研究生学习和科研困扰的化解只能起到保健因

素的作用,其困扰的根本解决还需要他们发挥主观

积极性和能动性.由于跨专业研究生考研原因和动

机不同,他们的学习心态也就不同;专业基础知识缺

乏,会使他们容易陷入迷茫状态;课程学习跟不上,
学术交流困难,会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和消极心态,
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因此,需要对他们加强人文关

怀和心理疏导.具体可采取院系新生入学教育、管
理者和导师对学生学习生活的关心关爱、师生间经

常性的思想心理沟通等方式,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对待困难和挫折,明确学习目

的,端正学习态度,以积极健康的心态主动学习,克
服困难;在跨专业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要不断激

发他们对专业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与热爱,因为只有

对专业学习的兴趣和热爱才能产生努力学习的强大

动力.在一定意义上,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能起到

调动跨专业研究生内在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激励作

用,引导他们进行自我管理.

４．６　加强监管

４．６．１　导师发挥主导作用

导师是研究生教育的关键环节,导师监管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导师监管不

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术氛围就不高,最终导致

学习水平和科研能力的不理想.对于跨专业研究生

来说,更需要导师的严格监管,需要导师更为细致、

基础地指导和培养.因此,导师一定要认真履行职

责,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４．６．２　建立严格的考试考核体系

目前 MLIS研究生考试考核主要是课业考核

(课程论文或笔试)、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考核、实践

训练活动,考核形式单一,程序相对简单,过程比较

松散,学生稍做准备就能顺利过关,拿到毕业证和学

位证.不严格的监管与考核体系一定程度上促使一

些跨专业学生在学习上抱有侥幸心理,导致他们对

专业知识不进行认真学习和研究.为了提高培养质

量,严防学历泡沫,教育管理部门应该建立严格的监

管和考核体系,对培养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严

格把控,对跨专业研究生与本专业研究生一视同仁,
对于达不到标准的学生推迟毕业时间.

５　结语

跨专业研究生成为 MLIS教育的主要生源,是
符合 MLIS教 育 制 度 设 计 初 衷 的.但 要 想 提 高

MLIS研究生培养质量,促使图书情报硕士教育持

续健康发展,必须重视跨专业研究生教育问题.通

过对 MLIS教育中跨专业生源现状、成因、困扰进行

分析,尝试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能对后续相

关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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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StatusQuo,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ofCrossＧdisciplinary
PostgraduateProgramof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inChina

ShangXinli　HuangRuoyao

Abstract:BasedonthesurveydataandfirstＧhandinformation,thearticleanalyzesthestatusquoofthe
crossＧdisciplinaryofMasterProgram of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 (MLIS)inChina,andthen
analyzesthecausesofthecrossＧdisciplinarystudentsfromthelowerexpectationofthemajor,lowerdiffiＧ
cultyoftheentranceexamination,professionalrelevanceandthedesireforthecorrelationofmasterdegree．
OnthebasisofproblemsofcrossＧdisciplinarystudentsbringstoMLISeducationwhichhavebeendisＧ
cussed,thearticleputsforward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frommanyaspectsincludingadjustmentof
preliminaryexaminationsubjects,extendedlength ofschooling,curriculum optimization,teaching
studentsaccordingtotheiraptitude,readingsrecommendationandassignments,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

strengtheninghumanisticcare,mentalcounselingandsoon．
Keywords:Masterof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CrossＧDisciplinaryStudent;PostgraduateEduＧ

cation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１７年版)
G２５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刊　名 序号 刊　名 序号 刊　名

１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８ 图书馆学研究 １５ 情报科学

２ 图书情报工作 ９ 图书馆建设 １６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３ 大学图书馆学报 １０ 图书情报知识 １７ 情报杂志

４ 情报学报 １１ 情报资料工作 １８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改名为: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５ 图书与情报 １２ 情报理论与实践

６ 图书馆论坛 １３ 国家图书馆学刊

７ 图书馆杂志 １４ 图书馆

８２１

图书情报硕士跨专业现状、困扰与对策研究/尚新丽,黄若尧
　　　　　　ResearchontheStatusQuo,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ofCrossＧdisciplinaryPostgraduateProgramof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inChina/ShangXinli,HuangRuoy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