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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图书馆”研究综述

□石烈娟∗　罗欣

　　摘要　全面收集研究“胡适与图书馆”的相关文献,总结关于胡适的图书馆学思想、目录学和

版本学理论与实践、对推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藏书与读书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成

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今后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胡适　图书馆　研究综述

分类号　G２５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７

　　胡适一生关心、支持图书馆建设,是推动近代中

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倡导者和践行者.由于胡适在

图书馆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与图书馆”成为研究

者们比较关注的问题,至今已经取得许多研究成果.
本文梳理相关研究,希望总结研究现状,将研究引向

深入.
笔者以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超星读

秀数据库以及湖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共享

平台等为检索工具,以“胡适”“图书馆”为主题词,选
择年代不限,进行文献调查;除数据库检索外,华东

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收录了直至１９８０年底

的胡适著作评论资料索引,笔者也对其进行了检索.
文献调研发现,研究“胡适与图书馆”的主题大致分

为胡适的图书馆学思想、目录学和版本学理论与实

践、对推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藏书与

读书方法等四个方面.下面从这几个方面展示研究

成果的主要内容.

１　胡适的图书馆学思想

季维龙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较早研究胡适的学

者之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他在分析胡适留学期间

考察美国图书馆及其所提出的图书馆设想的基础

上,指出胡适关于图书馆的主张与沈祖荣等倡导的

新图书馆运动一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进

步意义.他还分析胡适提出的“杂货店的收书法”思

想的利弊,并指出胡适较早提出的分工合作采购图

书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１].此后,季维龙又论述胡

适在藏书建设、目录编制、馆际协作等方面不同凡响

的见解,认为胡适把懂得书作为图书馆的中心问题

是很有见地的,胡适较早鼓吹馆际协作,其远见卓识

令人钦佩,他赞誉胡适“是个被长期埋没的图书馆学

家”[２].张同刚通过研究指出,胡适热心图书馆事

业,对馆藏建设有独到见解,十分重视图书馆的人选

问题,运筹帷幄保护文献资料,其图书馆学思想虽是

经验总结式的片言只语,但非常精辟,具有参考意

义[３].刘心红认为胡适对图书馆的藏书利用、馆员

素质、版本目录学、收书法、古籍整理等都提出精辟

见解,他虽不是一位专业的图书馆学家,但一些独到

见解对现代图书 馆 仍 有 参 考 价 值[４].叶 坤 基 于

１９２１年胡适在商务印书馆调研后所写日记,来探讨

胡适的图书馆学思想,认为日记反映出胡适强调图

书馆的重要性、指出图书馆应有独立馆舍、提出如何

保证购书质量与改善藏书结构、主张图书馆应对馆

外读者开放,以及聘请什么样的人当馆长等问题,他
认为胡适的图书馆学思想是丰富的,既有中国现代

图书馆学的特点,又带有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的烙

印[５].平保兴对胡适与郑振铎的图书馆学思想进行

比较研究,探讨他们在图书馆管理、馆员素质与藏书

建设、目录索引等思想的异同,认为它们对我国图书

馆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们的图书馆学思想丰

富了我国图书馆学内涵,推动了图书馆事业发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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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波等认为胡适在图书馆服务方式、馆藏建设、馆员

文化和业务素养方面具有先进、实用的学术观点,指
出胡适倡导编制馆际联合目录在当时很有前瞻性,
其图书馆馆舍建筑设计理念在今天仍具很大借鉴意

义,胡适编写四角号码检字法是对文献检索作出的

积极贡献[７].
同时,胡适的图书馆学思想也反映在其重视图

书馆学专业教育方面.１９４７年,胡适请王重民来北

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在文学院附设图书馆组,不
久又独立为图书馆学专修科,成为日后北大图书馆

学系的基础,北大成为培养图书馆人才的重要基地

之一.胡适酝酿创办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之功,目前

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仍较缺乏,还大多反映在王重

民创设图书馆学教育的研究中,如周佳贵[８]、李世

娟[９]等的研究,只有季维龙的研究最为系统深入,他
较为详细地梳理了胡适与王重民共同谋划创办图书

馆学专修科的史实[１０].

２　胡适的目录学和版本学理论与实践

胡适注重从目录和版本入手开展学术活动,其
严谨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为我们留下一份宝贵的

精神财富,研究胡适的目录学和版本学理论与实践,
成为“胡适与图书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１９２３年２月,胡适发表应清华学校学生之邀开

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下简称«书
目»),立即引起国人广泛注意.«书目»发表后,梁启

超随即表示不满,认为«书目»文不对题,他分析致误

之由一是不顾客观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二
是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梁认为史部书缺乏

也是其弊,他认为史部书是国学最主要部分.总之,
梁启超认为«书目»墨漏太多、博而寡要,不可取[１１].

４月,梁启超撰成«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这

两份书目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和学术界均产生很大

反响,成为学术界比较研究的对象.同年,«清华周

刊»记者致信胡适,指出«书目»所指的国学范围与他

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拟定的中国文化史

系统相差太多,而且书目太偏重思想史与文学史,希
望胡适拟出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１２].也

在同年,胡剑缘指出胡、梁各自书目都犯了在自己喜

欢的领域开列书目太多的毛病,他认为原因在于他

们太不懂教育心理学,内容过于庞杂,不宜于自

学[１３].新中国成立后相关研究也为数不少.傅正

分析«书目»的编制目的、收书范围、编制方法,指出

其最大缺陷表现在收书范围与编制目的不相吻合,
但其简单灵活的著录图书的方法值得目录工作者学

习[１４].季维龙、宋路霞指出«书目»至少有三点值得

肯定,一是充分重视工具书的作用,二是注意用历史

的线索做顺序,三是著录形式服从导读需要,但«书
目»内容不够全面、收书范围和编制目的不相吻

合[１５].徐雁平认为«书目»在很多地方体现出胡适

所倡导的历史的观念和系统的研究,其思路是胡适

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出的研究国学的三大方

向的另一种表现.他对胡适、梁启超的书目进行比

较,认为胡适在著录上多点明版本和书的内容,梁启

超则在分类较细的前提下,更注重书的读法.徐雁

平阐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国学推荐书目与国故整

理、新式教育和启蒙救亡等问题交集中的复杂意

义[１６].董德福指出胡适、梁启超的两份书目在编制

方法、著录形式、收书范围等方面存在着多方面差

异,互有优劣,显示出胡适、梁启超的国学研究的异

趣[１７].李隆国调查«书目»的创作过程、版本流传情

况,来进行外部考证,又分析“最低限度”的实质性含

义,进行内部考证,认为对它的众多批评多半属于误

读和误解.他认为«书目»的实质是提供“历史的线

索”,具有“伸缩性”强的特性.虽收录书籍众多,但
要求学 生 必 须 记 诵 的 东 西 非 常 简 要,颇 适 于 初

学[１８].王连君分析胡适、梁启超的书目差异,认为

梁启超重思想构建,胡适重兴趣培养;梁启超重历

史,胡适重文学;尽管二位的书目的开列角度不同,
内容各有侧重,但他们重视国学的继承与传播,以藉

此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初衷如出一辙[１９].
除针对«书目»研究外,围绕胡适的目录学理论

和实践,研究者们还进行了综合性论述:季维龙指出

胡适把书目和目录学理论作为治学法门,编写导读

书目、专书目录、馆藏目录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

出胡适主张用历史的程序部类著录图书的目录学基

本思想[２０].季维龙、宋路霞认为胡适编撰国学书目

举要、充分肯定联合目录和专科目录的作用,其理论

见解和实践活动体现出中国近代目录学的特点[２１].
周勤提出胡适目录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主张用历

史的程序部类著录图书、目录学是开展学术研究的

基础、书目有记录典籍和保存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
积极主张编制联合目录等[２２].叶树声在分析胡适

对目录学性质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及其所从事的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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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与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评价胡适是一位被

长期埋没的目录学家,他的目录学思想及实践应该

载入中国目录学史册[２３].
索引与目录一样,同为揭示与检索文献的工具,

都是读书治学的门径.２０世纪初期,索引作为目录

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产生了索引运动,胡适参与

其中,这为研究者所关注.徐瑞杰指出胡适通过自

己研究国学的切身体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索

引的发展作出贡献,对１９３０年代兴起的索引编制高

潮起到积极推动作用[２４].梁丽论述胡适关于古籍

索引编制的思想观点及其所做的实际工作,探讨了

胡适对我国早期的古籍索引编制的贡献及影响[２５].
平保兴对胡适和郑振铎的目录索引学成就和思想进

行比较,指出他们都十分重视目录与学术的密切关

系,进行了大量编目实践活动.但胡适注重在宏观

上倡导和宣传索引,郑振铎重在实践中编写和推广

索引[２６].熊静在梳理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

的“索引运动”的过程中,论述了胡适提倡的“索引式

的整理”之功,指出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学者在其中

投入的超乎寻常的热情,其实暗合西学东渐以来,学
术界以科学方法条理中国学问的迫切需求,体现了

以索引为代表的工具学科在引领学术潮流方面的重

要作用[２７].
重视版本考证是胡适从事学术研究的显著特

点,也是“胡适与传统文献学”研究不能忽视的话题.
武晓峰、徐雁平指出古籍版本学对胡适的学术研究

有明显影响,这在其明清小说考证和«水经注»考证

中得到充分体现.正是由于胡适和其他学者的努

力,人们开始注重小说的版本,从而扩大了传统古籍

版本学的研究范围;«水经注»的考证为专书的版本

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２８].邹新明梳理了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６年间胡适在美国重审«水经注»案的相关材料,
再现出胡适当年对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

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

思德图书馆以及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水经

注»版本的利用经过[２９].

３　胡适对推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

胡适一生关心支持发展图书馆事业,对推动近

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尤为研究

者们重视,是“胡适与图书馆研究”的主要内容.
季维龙通过研究指出,胡适一生与图书馆结下

不解之缘,他热情关注近代图书馆事业,参与中华图

书馆协会等机构的重要决策,提出系统的“杂货店的

收书法”思想,大力倡导馆际协作,运筹帷幄抢救北

平图书馆善本等,其功绩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应

该如实反映[３０].安向前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兴起、
图书馆协作、图书馆中心问题的讨论和收书法等方

面探讨了胡适对发展图书馆事业的贡献[３１].曾果

果提出以胡适为线索回望我国近代图书馆史,可以

从人的角度更清晰地认识近代图书馆属性,从胡适

这样一位近代图书馆事业开拓者和中西文化大家的

身上,看到近代图书馆在教育救国和中西学术交流

上的双重属性,看到近代图书馆的出现对于中国教

育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３２].张喜梅认为胡适热

心关注与大力倡导发展图书馆事业,提出“杂货店的

收书法”,身体力行图书馆工作,积极投身目录学实

践,大力推广四角号码法,对发展近代中国图书馆事

业作出卓越贡献[３３].周戊香指出胡适热心关注与

大力倡导发展图书馆事业,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馆长,探索图书科学管理理论,提出“杂货店的收书

法”,大力推广“四角号码法”,投身目录学实践,对中

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３４].李玉

宝分析胡适利用一切机会参与图书馆的理论和实践

建设,在民族危难之际保护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教

育机构,强化图书馆的开放性以实现图书馆社会功

能的最大化,胡适为推动中国图书馆由古代藏书楼

向近现代图书馆转型作出巨大贡献[３５].马波等论

述胡适不仅具有先进、实用的图书馆学思想,而且与

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东方图书馆、美国葛思德东方

图书馆关系密切并推动其发展.胡适还注重图书馆

协会和基金会的建设,注重推荐、发掘和培养管理人

才,保护历史文献,注重教育救国,在中国近代图书

馆转型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３６].
除综合性研究胡适对推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

发展的贡献外,胡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东方图

书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关

系与影响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胡适自１９１７年９月任教北大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

仓促离去,他在北大的实际时间为１８年(１９１７．９－
１９２６．７、１９３１．１１－１９３７．７、１９４６．８－１９４８．１２),他对北

大有深厚感情,为推动北大图书馆的持续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对此,研究者们在综述胡适对推动近代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时均有涉及,如马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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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研究指出,胡适促成北京大学图书馆建成并为

其寻求后续经费保障,为北大图书馆荐用管理人才

等[３７].在胡适与北大图书馆的专门研究中,邹新明

的研究最为深入,他基于翔实的史料,从资金筹措、
人才选用、藏书捐赠等几个方面集中介绍胡适为发

展北大图书馆所做的重大贡献,认为他是北大图书

馆一百多年历史中贡献较大的一位名人学者[３８].
邹新明还介绍严文郁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给胡

适的两封信,为北大图书馆史和西南联大图书馆史

提供新的补充资料,内中可见胡适为北大图书馆藏

书在战乱情况下得以保全付出的努力[３９].林树帅、
邹新明依据新发现的胡适捐赠北大图书馆的«万国

公报»、胡适与北大图书馆交换古籍的书信等资料,
揭示了胡适与北大图书馆的书缘[４０].此外,石烈

娟、杨红玲的研究指出,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胡适担任北

大校长期间,通过改组图书馆组织机构、提高图书馆

地位、重视使用图书馆人才、酝酿创办图书馆学专业

教育,注重藏书建设、强调图书开放利用,为发展近

代北大图书馆作出重要贡献[４１].
上海东方图书馆是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设立的

涵芬楼图书资料室发展、演变而来的民营公共图书

馆.胡适与该馆的关系及影响,一般研究者在综论

胡适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时都会提及.相关研究

中,黄少明的探讨较为详细,他列举了胡适对商务印

书馆的考察和改进意见、对促进图书馆发展的建议、
为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荐举人才以及在该馆进行关

于图书馆的演讲等[４２].
除研究胡适对推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贡献外,胡适与美国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以下简称

“葛馆”)的关系及影响也是“胡适与图书馆”研究中

的一个方面.１９５０年７月,胡适接受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校长陶德的邀请,担任该校葛馆馆长,这是胡适

一生中唯一一次直接在图书馆任职并起主导作用,
因而受到研究者们重视,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黄

少明[４３]、农伟雄[４４]、杨杞[４５]、戴革成[４６]、散木[４７]、范
泓[４８]、陈家骅[４９]等均从胡适与葛馆的最初联系以及

任职馆长期内所做工作等方面,研究了胡适对发展

葛馆作出的重要贡献.他们一致认为,胡适担任葛

馆馆长后,恪尽职守,对图书馆的建设、管理及业务

工作做出很大成绩,在图书馆学、目录学方面体现出

很深造诣.其中,胡适就任馆长的原因是一个论争

点,黄少明、散木等认为源于经济拮据;农伟雄、陈家

骅、戴革成、杨杞等认为除经济原因外,主要是胡适

想利用馆藏搞研究;而范泓认为胡适因经济拮据而

出任该职固然是不争事实,但更与胡适高瞻远瞩、薪
火相传的文化人心态有很大关联.

另外,熊辉根据胡适散佚海外多年的书信,研究

胡适与康奈尔大学中文图书部建立的关系,认为胡

适是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中文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由其倡导成立的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部,成
为康奈尔大学沃森图书馆东亚图书部的前身,它对

美国中文图书馆的建设和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具

有重要意义[５０].

４　胡适的藏书与读书方法

胡适读书、爱书,对书籍有深厚感情,因而藏书

较为丰富,胡适的藏书成为研究点之一.宋玉真等

分析胡适藏书的数量、特点、来源及影响,认为胡适

的藏书思想是开放的,其藏书为研究学术之用,通俗

文学类藏书开一代收藏之风,藏书中有一些孤本珍

本,藏书内容广博、种类繁多[５１].邹新明研究胡适

藏书题记,指出图书在胡适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他

认为对胡适来说,图书不仅是学术研究资料,也是陶

冶性情的雅趣,图书不仅被用来纪念朋友、奖掖后

进,也成为增进他与亲人朋友感情的纽带[５２].邹新

明还追溯当年胡适留在大陆藏书的来龙去脉,介绍

重新发现的胡适资料,并对北大图书馆收藏文献中

有关胡适资料的整理、利用提出建议[５３].伍发明整

理了胡适遗留北大的部分来往书信[５４].徐世强详

细分析胡适藏书被北京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

所、北大图书馆三处保存的原因[５５].
胡适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对读书方法有独到见

解,在阅读已成为当代中国突出问题的背景下,胡适

以其现代学术大师的视野和职业读书人的身份为我

们今天的读书活动提供了典范,无疑会成为人们的

研究对象.季维龙概括胡适的读书方法有:读书的

第一要素是精,而精的途径在于四到,即眼到口到心

到手到;利用书目作为入门向导;主张治学由博大求

精深[５６].吴茜指出胡适读书的核心价值观是“用
书”,即学以致用、强调读书的实用价值;围绕着核心

价值观,胡适还有习惯重于方法、为读书而读书、读
书要会疑、“发表”是吸收智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以

及“乐而无苦”是读书的一种境界等五个重要读书理

念[５７].宋剑祥认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胡适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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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和治学思想的核心,“大胆假设”并不是凭空

的、异想天开的“假设”,而是建立在“细心搜求事实”
的基础上,“小心求证”就是“勤、谨、和、缓”的治学习

惯[５８].宋剑祥等[５９]、邹新明[６０]从读者使用图书馆

的视角,探讨了胡适利用海内外图书馆文献资源进

行学习和研究的经历,认为图书馆对胡适一生的学

术生涯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和影响.胡成业指出胡

适一辈子坚持读报、剪报、贴报与用报,真正体现了

“剪报贵于恒,剪报贵于用”的原则.其剪报内容主

要是追踪的时事、关系国事的轨迹、与他自己有关的

事件的报道,是胡适生平、学术的一个重要记录[６１].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胡适读书治学非

常注重学人间的切磋交流,这也吸引了研究者的兴

趣.徐雁平以１９４３－１９４８年间胡适和王重民的往

来书信为基础,探讨胡、王在特定时段中的学术交

往,除论及胡适对王重民的影响外,更关注的是学术

交往中的互动,其中包括王重民对胡适的帮助、启迪

和两人之间的切磋之乐,以及王重民在此过程中激

发出的学术兴致,从而明示此段交往在王重民学术

生涯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６２].蔡登山以胡适与

王重民之间的来往书信为研究视角,清晰再现“«水
经注»案”的来龙去脉,反映了两位大师的学术交往,
生动演绎出两位大师对座谈心的幅幅画面[６３].邹

新明梳理１９４３－１９４６年间胡适对美国各大图书馆

«水经注»版本利用的过程,揭示出王重民、杨联陞、
裘开明、邓嗣禹等学人对胡适的学术支持.王重民

为胡适代借图书、代查资料、讨论相关学术问题,是
胡适在海外研究«水经注»的过程中最为信赖、依靠

的学术助手.胡适借阅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的«水
经注»版本,得到裘开明的大力支持.裘开明还曾主

动为胡适提供相关书目、资料.胡适利用芝加哥大

学图书 馆 的 «水 经 注»版 本,则 得 到 邓 嗣 禹 的 帮

助[６４].邹新明还撰文指出胡适利用哈佛燕京汉和

图书馆时,裘开明以图书馆人的专业、敬业精神为胡

适的学术研究提供竭诚帮助[６５].肖伊绯以«图书季

刊»新第五卷第一期刊载的胡适、王重民的论学文章

为例,展示二人的忘年交谊,及相互研讨对学术的促

进意义.王重民敬佩胡适的治学方法,胡适也倚重

王重民的文献整理之功,两位优秀学者的精诚合作

成就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学术高峰

阶段[６６].

５　结语

如同其他学界的胡适研究一样,“胡适与图书

馆”研究也经历了由沉寂到逐渐兴起发展的过程,胡
适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评价.研究者们普遍认

为,胡适留学美国、亲历西方图书馆文明,现代图书

馆理念根植于他的心中,回国后他积极倡导与支持

发展图书馆事业,投身目录学、版本学研究与实践,
为推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促进图书馆现代

化转型做出重要贡献.另外,胡适的藏书和读书方

法也受到关注,取得一定研究成果.总而言之,已有

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为将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

基础.
在“胡适与图书馆”研究作者群中,季维龙发表

论文８篇、邹新明发表论文７篇,成果数量多、质量

高,成为核心研究作者.季维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

后最早研究“胡适与图书馆”的学者之一,也是大陆

较早研究胡适的学者之一,他长期潜心于胡适研究,
有多种胡适研究论著及多篇学术论文,以其对胡适

的深入研究闻名于大陆学术界.邹新明在北大图书

馆工作,经年累月耳濡目染于故校长胡适留下的文

献材料,他整理北大图书馆旧藏胡适藏书,利用在哈

佛燕京汉和图书馆访问交流的机会,留心胡适研究

资料,又对美国东部几大著名图书馆进行实地文献

调查.毫无疑问,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来自于他们扎

实谨严的学术积累,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精神为

我们提供了榜样,同时也为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提

供了借鉴.
但是,纵观“胡适与图书馆”研究,和其他学界研

究胡适的成果的丰硕相比较,目前图书馆学界有关

“胡适与图书馆”的研究明显不足,存在若干问题,表
现如下:一是趋向于大众化选题,研究重复、人云亦

云现象比较严重,部分研究成果之间相似性较大,有
独立见解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偏少;二是不少文章停

留在浅层论述上,缺乏对史料史实广泛深入的考证

挖掘与系统的整理阐述,研究层次和整体研究水平

有待提高;三是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至今仍是空白,
如胡适与北平图书馆的关系的研究,胡适关于教育

与图书馆、学术与图书馆的关系的论述的研究,除王

重民外,胡适与国内外图书馆学人的交往研究等,希
望能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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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全国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在沈阳召开

６月２７－２９日,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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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科学院大学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协办,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承办的２０１８年全国高校图书馆

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研讨会以“从信息素养教育到创新素养教育”为主题.来自国内

的２０余位著名专家,以及来自全国２６个省市的２００多所高校图书馆的４３０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２８日,９位专家作精彩报告.分别围绕我国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的主要发展历程、创新素养的概念及其教

育体系、高校信息素养教育体系拓展、信息素养教育内容变革、信息素养内涵、全球信息素养教育现状与发展

以及信息素养教育课程的设计与体验等方面进行解读与分享.２９日,会议分享了１２个信息素养教育成功案

例.另有７位获奖单位代表对获奖案例、微课视频进行简要展示.
本届研讨会呈现出教育理念超前、教学内容设计丰富、教育新技术应用多样化、教学案例新颖别致四大

特点,创下三大历史新高:参会人数创新高、会议规格创新高、筹办之速创新高.(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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