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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对人类活动影响的日益深入，信息素质已经成为当代人不可或
缺的基本素质。为此，文章采用实践案例与理论思考交互论证的方式对大学信息
素质教育进行探讨，得出：信息素质教育在理论上可划分为动力系统、内容系统、
评价系统和发展系统，在实践中则形成新生入学教育、文献检索课以及文明的历
程课等组成的课程体系。文章还对信息提供者与用户在互动过程中相互提升信息
素质的情况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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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the internet plays in human activities,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quality of modern peopl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t university by demonstrating
practical case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can be
theorized into four parts: power system, content system, evaluation system and
developmental system. In practice, a curriculum including freshman orientation
program, literature retrieval teaching and civilization history course can be developed
based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ciprocal interac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provider and user in improv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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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不仅存在于技术层面，而且深入
到文化层面。全球信息的互联互通，在方便教育资源共享的同时，也加剧了教育
者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学习者可以通过公开课程在不同授课者之间进行选择；
另一方面，学术成果也有了较之以往更为开放和客观的全球范围的评价平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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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已经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自说自话，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将被时
代的列车甩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信息素质教育不仅重要，而且紧迫。
信息的广泛摄取，可以使师者眼界开阔、境界升华；可以使学习者举一反三并初
偿创新的乐趣。这一点，在高等教育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何以如此？还是让我们
从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的本质区别着手讨论吧。

一、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的本质区别
在每次图书馆组织的新生入学教育时，笔者都要问同学们一个问题，那就是，
大学与中小学教育本质的区别是什么？经过短暂议论，我给出的答案是：师生关
系变了。中小学师生关系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关系，是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
系；而大学的师生关系则是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的关系，大学生要自我监护，要
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由此还可以引申出至少如下三点新的定位。
首先，如果说中小学主要是为上一级教育输送合格生源的话，那么，大学教
育则主要是为社会输送合格的专业人才。因此，中小学教育的关键在于让学生掌
握教材所规定的知识，而大学除了让学生掌握教材内容外，还要逐步学会综合运
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提出并解决问题。爱因斯坦与英菲尔德合著的《物
理学的进化》一书中有一段至理名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
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
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
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那么，对于普通本科生而言，如何才能激发其创造性
的想象力呢？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让他们具备收集和鉴别所研究领域信息的
能力，实际上，这也就是发现“好问题”的能力。这个能力对于专业人员是至关
重要的，对该项能力的培养无疑为其将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中小学生主要是靠老师“管着”学习的，而大学生则要学会自主学习。
信息素质教育可以让他们拥有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在这里，他们可以超越时空
领略古今中外大师的教诲，可以坐拥世界上优质的信息资源。其实，国家每年投
入巨资订购的中外数据库，就是为实现这一目的服务的，只可惜，许多同学由于
没有选修文献检索课，而与如此丰富的优质资源擦肩而过，不仅造成巨大浪费，
而且错失大学教育所特有的技能之一，不自觉地重复着中小学的学习方式。更糟
糕的是，部分同学还延续着中小学的思维方式，缺乏职业生涯的思想准备，更有
甚者存在就业恐惧症。
第三，社会上最欢迎什么样的专业人员呢？当然是具备创新能力的。而创新
的前提是对已有信息的掌握。可以说，信息素质已经成为当代专业人员一项不可
或缺的基本素质。高校教育，作为紧邻职业生涯的一种教育，责无旁贷的要开展
信息素质教育。那么，大学如何才能开展好信息素质教育呢？这要从信息素质教
育体系的结构入手。

二、大学信息素质教育体系的结构
为了论述的清晰，我们先给出信息素质教育体系结构的定义：如果将完整的
信息素质教育过程视作一个系统的话，那么，使得该系统赖以运作的各个子系统
就形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结构形态，这就是所谓信息素质教育体系结构。在此，
我们将其划分为信息素质教育的动力系统、内容系统、评价系统和发展系统。分
述如下：
（一）信息素质教育的动力系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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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动力，当然包括教的动力与学的动力。我曾经对学生们说，像本人这个
年纪的老师，如果你问他，在他现有的知识中究竟还有多大比例是上大学时学到
的，就我本人而言，恐怕不会超过 20%，至于其他人，即便比例高些，估计也高
不到哪里去。大部分知识是后来在工作中边干边学到的。因此，获取知识的能力
比获取知识本身更重要。诚如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是 1983 年走
上高等教育讲坛的，那时文献检索课只在个别学校有授，可以说，在我国第一批
讲授该课程的教师中 100%都是转行过来的。真的要感恩命运，让我有机会接触
到了这样一门技艺。在课堂上，我对同学们讲，与其说我是来讲课的，不如说我
是来分享的，因为，我今天的学术成果均得益于文献检索这门技艺，我就是要把
使我获益无穷的这一技能分享给大家！
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信息素质教育的动力取决于教与学双方，但起决定作
用的是教师。很难想象，一个对自己专业缺乏激情的教师能够感染他的学生们的
学习热情。动力本身不是所传授的知识，因而往往容易被忽略，但它又贯穿于传
授知识的全过程，具备与否，教学效果天壤之别。当然，光有动力，缺乏实质内
容，不仅动力不能持久，而且有本末倒置之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信息素质教
育的核心部分——内容系统的讨论吧。
（二）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系统
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包括三个不同阶段：启蒙阶段、技能训练阶段和文化延
伸阶段。启蒙阶段即图书馆新生入学教育，如前所述主要是学生自身的重新定位，
由中小学的未成年思维与学习状态转变为大学的成年思维与学习状态，唤起主动
探求信息资源，自主学习，从而开辟第二课堂的意识。
技能训练阶段即讲授文献检索课。为了形象生动而又便于理解和记忆，我们
将文献检索课内容用四个字来概括，即：
“两个知道”。这就是，
“我知道”和“让
别人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是指，让学生知道如何才能找到有价值的信息。这
里强调的是“有价值”，而不是过去的“所需”信息，就是要让学生不仅掌握数
据库的通用检索方法，而且还要学会利用数据库所提供的信息质量线索来评价和
筛选信息，从而发现并提出“好问题”。
毫无疑问，“好问题”是需要论证的，而这个论证过程就是个“让别人知道
我知道”的过程。为此，文献检索课结课时以每人撰写一篇文献综述的方式进行
考核。这比起过去仅囿于单纯的文献检索技能训练无疑是一种变革。如果说，过
去是为了检索而检索，那么，现在则是为了发现“好问题”而检索，并且以文献
综述的形式展示出来，做到“让别人知道我知道”。这样一来，不仅使文献检索
变得有的放矢，而且通过撰写文献综述增加了论文写作的实践训练，从而为日后
参加学校各种论文比赛乃至最后毕业论文提前预热并促进规范化学术习惯的养
成。这些内容之所以能够在仅仅 1 学分的有限课时内完成，当然也得益于互联网
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带来的高效率。
诚如本文开头所提及的，互联网的影响不仅存在于技术层面，而且深入到了
文化层面。信息素质教育说到底是要培养国际视野，显然，这已经不单单是个技
术问题了。如果说文献检索课在技术手段上解决了国际信息资源获取的话，那么，
全球观的大视野，则还要从思维方式乃至文化上寻求突破。为此，我们尝试开设
了一门新的课程——文明的历程。这样，加之前面的图书馆新生入学教育和文献
检索课，信息素质教育就形成了包括启蒙、技术、文化三个层面组成的一个完整
的课程体系。
文明的历程这门课程力图以全球的视野和历史的纵深来解析人类思维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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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与方式，进而让同学们理解不同的文明及其所产生的文献背后所涵盖的文化意
蕴。为此，笔者选择了五大文明为线索展开课程。这五大文明分别为：古希腊文
明、佛教文明、华夏文明、基督宗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
择是依据两个标准：一是世界性，二是“活着的文明”。世界性毋庸多言，即，
其影响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至少存在着自己的文化圈；所谓“活着的文明”是
指其不依文本存在，而是已经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如一个中国农民可能并未读过
四书五经，但他肯定知道做人要忠孝仁义，正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世界性显
示了它们在空间上的扩散能力，“活着的文明”则意味着其在时间维度的穿透能
力，因为，虽然通过考古我们可以使诸如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等重见天日，但
它们的确已经从人类生活中消失了，而这五大文明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仍然在发
展中。那么，这五大文明为何会有如此的生命力呢？笔者坚信，这其中必然存在
着人类的大智慧！本课程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深藏其中的人类共同的大智慧发掘
出来，使得我们的学生都能够从中受益，成为有智慧的人。
毫无疑问，笔者给自己布置了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自从开设这门课程
以来，本人一直处于恶补相关知识的状态中，深感面临巨大挑战。我对选修这门
课程的同学们说，你们正在与老师一道进行着一项有价值的具有原创意义的工作，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检索到其他人在开展这样的研究乃至开设这样的课程。
或许，只有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才更有条件开展这样的研究，因为，一来中
华文化中没有排他性的宗教传统，二来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在不断汲取各种外来文
化养分的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因而更具文化包容性。不过，这门课程并不是对各
种文明的罗列，也不是它们之间的对话，而是要探索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和共存
架构。如果用化学语言来比喻，那就是“化合”而不是“混合”。
至此，我们已将信息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内容进行了梳理，下面就来讨论如
何进行考核评价。
（三）信息素质教育的评价系统
新生入学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意识到课堂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广泛的第二
课堂，自主学习就意味着要学会高效率地利用好图书馆这个第二课堂。其效果最
终要靠同学们在校期间实际利用图书馆的效果来检验，因而没有考试安排。不过，
新生入学教育的效果却能够被图书馆一线服务人员切身感受到，开展与否，效果
大不一样，这恐怕也是图书馆重视新生入学教育的缘故吧。
文献检索课的结课考核是自拟题目撰写一篇文献综述。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凭
空进行，那么，对已有相关成果的总结与梳理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工作，
而文献检索恰恰是这一基础工作得以进行的前提。文献综述作为文献检索结果的
展示，不仅使文献检索成为有的放矢的活动，而且正是在检索过程中，通过不断
对检索结果进行比较与分析，才能够发现和确立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样一来，
不仅文献检索在科学研究中所充当的角色显现出来了，也使同学们明白了创造性
工作究竟是从哪里入手的，从而使他们得到了最基本的科研训练。
文献综述要求按照国家标准（GB7713-87：科学论文编写格式）的规定撰写，
其目的在于使同学们从一开始就得到规范的学术训练，从而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我跟同学们讲，当别人看到你的论文，还没有细看内容，只是一个大致的总体印
象，就应当给人以训练有素的感觉。
文明的历程课以小论文的形式进行考核，强调论文内容要谈自己的感想与体
会，最好能够结合亲身的所见所闻或遇到的实际问题谈。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更
容易分辨该小论文究竟是学生自己写的还是从网上档的；另一方面，也是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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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观察生活、进行独立思考的引导与鼓励。其实，随着教师教学阅历的增加，
学生写的东西是不是自己的，还是能够有所察觉的。
信息素质是贯穿人的一生所需的一项基本素质，因此，信息素质教育虽在课
内，其影响却在课外。从着眼于人的发展这一角度出发，很自然就会引出信息素
质教育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发展系统，下面就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四）信息素质教育的发展系统
与信息素质教育动力系统相似，发展系统也是存在于信息素质教育全过程的。
新生入学教育效果的好坏，决定了大学四年期间学生利用第二课堂——图书馆的
成效；文献检索课的选修与否，直接影响到在校期间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所需信息
的获取能力，乃至最后毕业论文的开题与写作质量；文明的历程这门课程更是着
力长远，争取通过该课程，使同学们将来无论何时从事何种工作，也无论走到世
界哪里都能够理解和适应所处环境并有所发展，快乐度过有意义的人生。当然，
这绝非开设一门课程所能够达到的，但至少要在这方面有所促进。
之所以把信息素质教育发展系统单独提出来加以讨论是因为教育本身是一
个综合的系统工程，虽然教学活动围绕课堂，但很多功夫的着眼点在课堂以外，
更不是局限于考试范围。从根本上讲，信息素质教育的真正大考在同学们今后的
人生当中！所以，信息素质教育的发展系统就是要在教学中注入一种能量，使得
教学影响力持久发挥，乃至对其今后的成长提供助益。当教学活动以这样的状态
进行时，你会发现，这种能量是同时注入“教”与“学”双方的，教学过程已经
不是单向传递知识的过程了，而是个相互增益、教学相长的过程，唯有达到这样
的境界，才能让同学们感受到课堂的魅力。
由上面的讨论不难看出，信息素质教育体系中的四个子系统绝非像拼板那样
只是一种机械组合，而是像生物体那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动力系统与发展系统贯穿于整个信息素质教育
体系，而内容系统和考核系统则是则是前者的表现形式。这就如同中医理论中的
人体经络与各个脏器之间的关系一样，前者虽然看似无形，却是后者功能得以实
现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与条件。因而，动力系统与发展系统可以视为信息素质教育
体系中的精髓，尽管它们需要依托内容系统与考核系统才能得以显现，但却是整
个信息素质教育系统保持生命力和成长力的关键所在。
当然，图书馆作为高校为教学科研提供信息服务的中心，其服务对象除了本
科生还有研究生和教师。面对这样一个多层次的服务对象，除了开设信息素质教
育相关课程外，图书馆员与用户之间的日常互动，也是提升信息素质的重要途径，
而且是一个双方共同提升的过程。

三、在信息交流互动中提升信息素质
大学图书馆提供的信息服务有多种形式，除了针对本科生的信息素质教育课
程，还有面向研究生和教师的查收查引、课题查新以及为学科建设提供参考的文
献计量评价等。不过，在此过程中，通过服务和对话实现的是一个双向增益的过
程。在使服务对象获益的同时，图书馆员也从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使得双方的
信息素质都得以提升。一方面，图书馆员可以利用自身对数据库等文献学知识掌
握的优势，帮助用户提高查全率和查准率，分析有关学科在世界上的强弱分布以
及其在学科体系中所处位置等；另一方面，图书馆员也从用户那里学到了大量的
学科知识，并在与用户的接触中发现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中值得探索的有价值
的问题甚至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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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位年轻教师曾经问我，如何才能找到既新又好的文章？对此，我们可
以通过如下过程进行分析：新的文章很好办，根据发表时间就可以搞定；好的文
章也好办，可以通过被引频次确定。那么，如何确定“既新又好”呢？首先，我
们要选定一个权威的数据库，如 Web of Science[3]即传统纸印本 SCI 的网络版。
被引频次当然是衡量文章质量的一个很好的指标，但它与发表时间正相关，即发
表时间越久被引频次越高，因而往往不够新。如果把时间因素也考虑进去，即在
同一相对时间里的被引频次，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找到“既新又好”的文章。为
此，我们利用该数据库中的引文报告进行分析，如下图：

图中左侧是文章的题录部分，右侧则是各年被引频次、总被引频次、平均每
年被引频次。文章顺序选择按照总被引频次排序。如果单从总被引频次看，第一
篇与第二篇相差 271 次，而当各自的被引频次除以其发表年限所得到的平均每年
被引频次则仅相差 0.67 次，并且后者比前者晚发表 5 年，很显然，后者在较短
的时间里就获得了较高的被引频次，并且发表时间晚近，可以被看作“既新又好”。
在与信息用户的接触中，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不
过是个简单问题，关键在于在数据库中找到合适的分析工具。而正是这些小问题
的不断积累，促进了双赢，使得双方的信息素质都得到提升。由此可见，信息服
务过程同时也兼具培养用户与图书馆员双方信息素质的功能。
其实，信息用户本身同时也是信息的发布者，高端信息用户尤其如此。因为，
创造性的工作是他们获取信息的根本动力，其创造性的成果最终也要以某种信息
的形式发布和传播。正是信息的这种互动传播的特点，决定了信息发布平台同时
也必然具备信息评价功能。目前许多数据库商利用其拥有的海量资源以及信息挖
掘技术已经开发出多种信息评价工具，被引频次就是其中最基础的也是使用最普
遍的一种 。并 由此衍 生出针对 不同 机构学 科建设的 评价 系统。 例如， ESI
[4]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就是目前世界上比较热门的一个信息评价
平台，通过它可以分析公司、研究机构、国家和学术期刊的研究绩效，确定科学
研究的基本趋势与方向，了解在各个研究领域中最领先的国家、期刊、科学家、
论文和研究机构，确定特定研究领域中的研究产出与影响，以及评估潜在的合作
者、评论家、同行和雇员等[5]。我国也越来越多的借助此平台提供的信息作为学
科评估和科研资助的依据。对这些信息的了解及实时掌握，无疑已经成为高端用
户必须具备的信息素质。
之所以在此将图书馆员与用户之间互动中信息素质彼此提升的状况加以讨
论，是因为这个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信息素质教育，只不过不是在课堂上，而是
在互动中彼此之间的一种双向的信息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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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最近有报导称，中国的高被引国际论文数量、国际热点论文数量双双进入
世界排名第 3 位，紧随美英之后。何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进展？该报导提供的另
一个信息似乎可以给出答案，那就是，中国国际合著论文占比首次超过四分之
一[6]。可见，全球视野与国际合作非常关键。而本文所讨论的文献检索课和文
明的历程课都是着眼于帮助学生打开全球视野。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将眼光从
学术范围扩大开来，其实，信息种类要丰富得多。马云最近表示“电商”可能很
快就消失[7]。这的确是一条值得关注的信息。这类信息属于新闻报导类的即时信
息，显然，通常文献检索课讲授的数据库检索所得到的并不是即时信息。按照时
效性，可以将信息分为：即时信息、中期信息和长期信息。实际上，文献检索课
解决的主要是中期信息的获取，文明的历程课主要解决的是长期信息获取，即时
信息则更主要是通过提升信息意识来解决。这“信息意识”又是个看不见摸不着
的东西。由此可见，信息素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素质”，恐怕就是因为有太
多的东西隐藏在人的行为背后，隐藏在知识体系之外。
总之，信息意识（或曰信息敏感度）、信息获取能力以及对不同信息背后隐
藏的文化的理解，等等，决定着一个人的信息素质，不仅如此，信息素质还是动
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素质本身也在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因此，关于信
息素质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探索，在信息素质教育以及传播领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关于信息素质的研究与实践将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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