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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litera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ostgraduates’ lear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This paper aims at some shortages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combin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s postgraduate training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emphasizes the effect of subject service of academic library in the process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support and service functions of academic library, carries on som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to impro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academ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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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素养在研究生学习科研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针对研究生在信息素养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本文
结合高校研究生培养阶段不同时期的特点，着重强调了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在助力学院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的作用，为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的科研支持服务功能，提升高校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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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发展现状
学科服务是研究型图书馆利用其馆藏和馆员的优势为用户的科研和学习提供专业的学科信息与知识
服务[1]。目前国内图书馆有关学科服务的实践和研究非常多。1998 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国内率先践行学
科服务，建立学科馆员制度，此后陆续有多所大学图书馆尝试开展学科服务。2006 年中国科学院国家科
学图书馆提出“融入一线，嵌入过程”的服务理念，进一步细化和开拓了学科服务的内容。全国其他高
校图书馆也纷纷借鉴并结合具体情况进行了实践和推广。目前学科馆员制度已得到普遍认同，学科服务
已成为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重要举措。学科馆员的角色则逐步由联络者、提供者转变为合作者、引导
者或指引者。
教育部在 2015 年最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指出，“图书馆应积极拓展信息服务领
域，提供数字信息服务，嵌入教学和科研过程，开展学科化服务，根据需求积极探索开展新服务”[2]。
这对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学科服务的内
容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

2. 高校研究生在信息素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无论是日常的学习实践
活动还是参与课题、撰写论文的科研活动，都要求不断提高他们的文献检索和信息素养技能，从而提高
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笔者在高校图书馆的多年工作中发现，研究生在文献信息检索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
信息素养意识淡薄，缺乏专业的检索技能。文献检索知识不系统，对图书馆数据库及其重要检索工具不
能熟练运用；2) 文献信息来源杂乱，缺乏权威性，常常导致所获资料不全面、不权威、不专业，呈现出
零散化、碎片化状态；3) 文献检索结果与研究课题的关联性差。文献综述能力不够系统，仅仅是资料的
简单罗列，缺乏有创新性的思考和分析；4) 对学术规范的要求和后果认识不明确，不遵守学术道德，经
常出现学术不端、抄袭、剽窃等行为。
上述问题直接导致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对本专业热点前沿问题的独立思考，毕业论文的
写作过于依赖导师，科研视野相对狭窄。为充分发挥图书馆在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信息素养教育和学科
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积极参与到学院的研究生培养中，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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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服务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作用，图书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3. 选拔专职学科馆员，成立学科服务团队，搭建学科服务平台
图书馆选拔出若干专职学科馆员，组成学科服务团队，他们既熟悉馆藏知识，具备信息与数据素养
能力，又具有较好的专业学科背景。学科馆员作为对口服务院系的第一负责人，具体联系学院研究生教
师和研究生秘书，提供日常服务保障，是对接学院与图书馆服务的策划者、推动者和落实者。以图书馆
学科服务团队、参考咨询服务团队、情报分析服务团队为后盾和支撑，将图书馆的人力资源、馆藏资源
和网络资源整合起来，综合利用各种工具和技术，以用户需求为驱动，提供环环相扣、逐层深入的全方
位学科服务。在趋于成熟的学科服务平台上，在具有相关学科背景的学科馆员组成的学科服务团队引领
下，逐渐推出更加精准的学科知识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走上新台阶的标志
之一[3]。

4. 根据研究生培养需求及特点，采用“分段式”教育模式，学科馆员对研究生
实行渐进式文献信息素质培养
4.1. 研究生初期阶段
第一，新生入校后首先进行“地毯式”的研究生入馆教育。首先由志愿者根据学生和院系需要分批、
分次进行，带领新生参观图书馆，了解图书馆空间及功能布局，然后由专职学科馆员给新生介绍图书馆
基本概况，重点介绍与专业相关的阅览室、书库，展示图书馆的自助借还、文印、软硬件设施，图书预
约、委托借还、续借、馆藏纸质图书与期刊资源及其检索与获取等与图书借阅相关的服务，使其充分认
识图书馆在研究生阶段的作用，利用图书馆这个第二课堂，完成研究生阶段专业学习任务。认识学科馆
员，了解其职责，建立学科馆员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咨询平台，为今后双方的畅通联系做好充分准备。
第二，研一下学期，配合专业课程的学习需要，为学生开展以学院学科电子资源为主的使用培训。
如 CNKI、万方、维普、超星、读秀、Web of Science、Elsevier、EBSCO 等外文数据库，以及针对某学
科的数据库比如 WILEY、LEXIS.COM、IEEE、RSC 等的使用培训讲座，移动图书馆的下载和使用，校
外如何访问图书馆电子资源等。培训将结合不同专业方向的特点及任课老师要求，学科馆员经与专业课
老师沟通协商后，以嵌入课堂为主的方式进行，把学科服务真正做到融入一线、嵌入课堂。教学与培训
相互配合，提升学生信息搜集和处理文献信息的能力。

4.2. 研究生中后期阶段
第一，研二阶段是学生为考博积累科研成果或者为达到毕业要求等开始着手撰写与发表期刊论文、
毕业论文开题与写作阶段，图书馆将为研究生举办超星中文资源发现系统、
“馆际互借”、
“文献传递”、
网络开放获取资源、港台文献获取、文献管理软件、常见的软件工具的使用等等各方面讲座，充分挖掘
使用国内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大、清华等全国高校图书馆的宝贵资源，为学生的文献
搜集整理、论文写作发表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视野。同时学科馆员可以根据学生需要，量身定制开展会
议论文、学位论文、期刊投稿等等方面的讲座。
第二，与研究生导师合作，为研究生举办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资料收集、学位论文格式、期刊论文引
用规范、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以及如何投稿、中外文期刊分类、学术诚信、论文查重等相关专题讲座。以
上讲座，其人数、次数、时间、地点都可以灵活安排，也可以根据老师和学生们的需求随时调整，还可
以通过图书馆推出的学科服务平台随时进行预约。
第三，研三毕业准备阶段，此阶段研究生基本结束课程学习，处于毕业论文修改、定稿阶段。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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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于考博、考试、找工作等，学生在校时间少，图书馆不再安排集中的培训和讲座，可以提供更多的网
络在线咨询、帮助，或者个别辅导培训等，论文完成后可以自愿选择是否进行论文查重。

5. 深入院系，嵌入课程，多措并举，助力高校的研究生培养工作
5.1. 为研究生提供强有力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加强对研究生同学阅读专业书籍、
期刊的推广与指导
专业图书、期刊、数据库以及各类电子资源是研究生学习、撰写科研论文与学位论文时，经常会用
到的重要参考资料，学科馆员要经常深入学院通过各种调查、座谈等方式，收集汇总研究生和导师的文
献荐购意见，以研究生专业学习需求为向导，丰富相关学科资源建设，为图书馆的纸质或者电子资源的
采购提供合理化建议。制作各专业的资源导航、新书推荐等，努力为读者提供一站式、全面的信息检索
指南。主动推送馆际互借、原文传递服务，拓展研究生对文献资源的需求范围。
图书馆协助院系，广泛征求老师意见，编制出各个专业的必读书目、经典书目、好书推荐、权威期
刊等，定期给师生发布新书通报，指导研究生阅读专业书刊，提高科研水平；定期统计分析、发布读者
利用图书馆的各类数据；联合分管学院研究生工作的老师，在研究生中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对表现突出
的研究生进行表彰，积极推进读书交流、读书沙龙、名著赏析等受阅读推广项目，培养研究生好读书、
读好书的意识和习惯。

5.2. 丰富深化学科服务的层次和内容，支持学科馆员全程在线的参考咨询服务模式
充分发挥学科服务团队的专业优势与情报服务部门学科分析能力，为院系师生提供科研立项、成果
申报等科技查新服务，研究课题的文献调研服务，论文收录、分区、被引的检索查证服务等[4]。对承担
课题的研究生提供“嵌入式”服务，学科馆员、参考咨询员辅助其进行资料检索。协助需要科研立项的
师生搜集国内外相关课题研究现状和进展的资料，提供学科前沿信息及学科态势分析报告等。建立起图
书馆与各单位之间通畅的“需求”与“保障”渠道，图书馆推出“融入一线、嵌入过程”学科服务活动，
为教学科研单位提供量身定做的个性化、深层次学科服务。
现时代网络便捷、信息泛滥，用户获取信息就是要求高效、快捷，用户都希望足不出户，就可以随
时随地获取到所需要的信息。学科馆员与研究生师生保持经常的沟通、联系，及时跟踪了解研究生的研
究方向与学习需求，解答问题，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微信、微博、QQ 等网络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等
多种方式满足研究生的学科信息需求，与用户建立起时时互动、紧密联系的服务关系，真正实现“以资
源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的转变。

5.3. 号召研究生积极参加图书馆举办的各类讲座，了解和使用各种学术资源、科研工具等，
让图书馆真正变成研究生的“科研加油站”
每个图书馆都有结合本馆资源与特点的信息检索方面的讲座。笔者所在图书馆的“科研加油站”系
列讲座，主要分为科学研究与写作系列、信息检索与资源获取系列、软件工具系列、学科专场系列等。
为了提高这些讲座的品质和人气，图书馆会邀请数据库的专业讲师，各院系的老师、优秀学生等一起参
与，在打造图书馆“科研加油站”的常规化和品牌化上下功夫，真正“授人以渔”，通过一系列的培训，
教会用户信息获取和利用的方法，而不仅仅是替代用户查找和传递文献。

6. 结语
高校图书馆因其特有的资源和功能，在研究生培养教育中具有无法取代的作用和优势。在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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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以学科馆员为主体的学科服务的建设，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定位也会发生改变。除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学校信息化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高校图书馆还应着重加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及决策支持等方面的服务工作[5]。高校图书馆要密切跟踪和关注本校硕士点、博士点的教学情况和培养
目标，与学院和研究生导师建立联系。当前绝大多数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还处于初级阶段，图书馆要
正视学科服务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积极借鉴国内外优秀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方式，结合学校实际发展
状况，规划学科服务的长期、中期、短期目标，建立起既符合本校发展规划又有自己特色的学科服务体
系，为高校的研究生培养和双一流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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