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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图情专业发展之惑，答未来学习方向之疑 —访刘细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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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海

是我天真梦里的一抹碧蓝

仿佛是一张四开的

从风中飘来的蓝色画纸

被雨打湿

我便用夏天的触角

在上面肆意地画下

鲸鱼，海蛇，和海狗

长大后老师告诉我

地球是圆的

于是我才知道

那洒在画纸边缘的褐色泥土

叫做岸

在我嬉笑着走远过后

夏天用尾巴扫落在上面的那片叶

叫做船

后来我常常想

上天

真的是个有心人吧

在最绚烂的年华里给了你一片海

也不忘在人走萧索的季节中

留下一只船

留给你彼岸

蓝色的画纸依旧静躺

托起着船

天空也依旧四时变换

暴雨淹没了你

狂风卷翻了你

烈日烤裂了你

我却不停在梦里看见

几只桨

和一双双

柔弱却坚定的手臂

承受着一切

却永远有着不变的

方向

呵，这坚强的船儿啊

你走过了天涯海角

跨越了重重碧浪

在孤独与恐怖的黑夜中

只看见遥远灯塔微弱的

点点亮光

可这微弱的亮光就已足够

从你们清澈的眼睛里

我只看见了海天交接的那一线

你们让高扬的帆告诉我

那里是你们梦中的

彼岸！

彼岸

当清晨的红日再次点燃了天空

当又一个夏天的夜雨打湿了旧纸张

快看啊

你们的时候来了

彼岸就在眼前！

就让这烈焰般的天空烧红你们的眼吧

让我们顶着暴烈的风

向着无情的浪

哪怕撕碎最后的一张帆

哪怕划断最后的一根桨

那就用身体当帆

那就用手臂作桨

无数的风雨都已熬过

这最后的航程

海燕在空中疯狂地嘶吼

“我骄傲的朋友

彼岸是你们的啊！

胜利是你们的啊！”

我从未历经远洋，却只能想到大海。

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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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刘细文老师现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目前主要担任：中

国图书馆学会副秘书长，图书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专业图书馆分会秘书长，

IFLA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2013-2017），北京市科技情报学会监

事长，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学位委员会主任，《智库理论与实践》杂志主编。近

5 年来，主持和作为主要成员，承担和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创新方

法研究专项、中科院等科研项目 10 余项，发表论文 80 余篇。涉及主要研究领域有：

科技政策、技术创新管理、科学计量学、产业竞争情报、技术评估、技术竞争情报等。

本期的“名师访谈”，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刘细文老师，刘老师从中心发展、图情教育

与专业、学生的学习与未来就业四方面为我们进行了答疑解惑，希望同学们可以从中

有所收获。

  解图情专业发展之惑，
答未来学习方向之疑

（左：刘细文 右：张颖）

1、关于情报中心的发展
刘老师您好，非常开心您能抽出宝贵时间接

受我们的采访。目前图书馆的角色正在发生颠覆
性的转变，您是怎样看待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在
新时期的定位的呢？我们又应以怎样的方式来应
对图书馆的转型呢？

刘老师：图书馆现在确实正在发生颠覆性的
转变，我也能理解你们有这样的担忧。你们需要
去理解这种颠覆性的变化是从哪儿来的，其根源
在哪儿。我们可以看到，学术交流作为专业图书
馆的功能之一，其服务需求一直都在，从长远看，
学术服务的需求永远都在。

图书馆变化的实质是技术创新。图书馆面临
的挑战只是信息获取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图书馆角
色的变化。当然我将这个问题中的“图书馆”理
解为“文献情报机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图书馆。
从历史上看，原来图书馆只是一个借书还书的场
所，但是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发
展起来以后，文摘工作成为了图书情报工作的一
部分；计算机普及化后，纸质版文摘转变为数字
化文摘，形成了数据库，这样数据库的检索服务

就变成了文献情报工作；数据库服务发展到一
定阶段，依托大型计算机技术就形成了国际联
机模式，就是我们讲的兰卡斯特所倡导的那一
套固定模式的联机检索服务模式：即全球所有
的信息都在一套数据库里，通过远程终端服务
提供服务。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兰卡斯特
在著作书中，将其概括为国际联机模式，甚至“国
际联机社会”等概念都被提了出来。但是 PC 机
及互联网出现以后，就完全打破了这种状态。
当前，在互联网上的所有信息都是完全分散的。
其实，更进一步讲，现在我们所用的移动互联
网也是对传统互联网的颠覆。在面临变革的时
候，我们要去理解导致颠覆的一些要素是什么，
在哪些方面进行了颠覆。我们这样去理解以后，
就很容易明白：在图书馆被颠覆后，图书馆的
工作，图书馆的服务一直都在；因为，交流是
人最根本的需求，图书馆的服务就是要满足这
种本质需求。

学术交流是人在社会中的一个基本需求。
在情报学中，我们将情报学的研究限定在学术
信息交流。但是，现在情报学研究的范围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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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了，现在大数据分析就突破了学术信息交
流，包括了企业信息交流、社会公共信息交流
等。智能和数据挖掘的发展也使我们开始讨论
人类的思维逻辑过程，人是怎么进行构思等内
容。文献情报中心在新时期的战略就是围绕和
遵循情报学的内涵来转变和演进。

针对我们文献情报中心来说，在“十三五
战略”提到一点：“在空间上发挥文化功能，
在服务上发挥情报功能。”文化功能要体现出
图书馆的基本特点。过去我们一直在说，在历
史当中图书馆是一个社会文化场所。所以在图
书馆的改革中，我们把图书馆、档案馆、院史
馆等交流中心放在一起，这就是去拓展它的文
化功能。在现代服务上，我们要更多地拓展图
书馆的情报功能，比如学科战略等服务，通过
这样的方式来做情报服务工作。在这当中有一
个核心要素是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你
们要注意的是文化功能并不是简单地在这个场
地中摆几本书、摆几幅画。而是要让文化与人
结合，实际上学习、展示、创新、双创等就是
创造这种氛围，要让图书馆的馆藏、信息知识
和读者进行互动，促进人和人的交流；把图书
馆服务社会化，形成社会群体，像是群体智能
（collective intelligence），这也是课程中所讲
的社会情报理论的一个部分。它可以促进社会
创新，利用社会价值来发掘情报信息价值。例
如三年前我们所做的“双创服务引入图书馆”，
即创新社区、创新大赛等，现在高校图书馆也
在开始做。前年我们图书馆也在国科大做过一
次这样的创新大赛，目的就是让图书馆在创新
文化中发挥作用。

真正要应对图书馆转型，我们要做的有两
点：发挥图书馆文化功能和情报服务功能。这
两者的核心是技术，在文化功能中技术是支柱，
在情报功能中技术是动力。这里就涉及到检索
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文本技术、语义网技术等。
要应对这些，你们就要根据自己的选择、根据
自己的志向去学习，这些技术的应用都是咱们
这个行业核心的能力。

2、关于图情教育
刘老师，您认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图情教育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做怎样的努力来
培养更多更专业的优秀图情人才呢？

刘老师：就图情教育来说，我们中科院的
教育方式跟高校不太一样。上一周我们刚做了
我们图书馆情报学和档案学的学科教学评估，
请了一些高校专家来进行评估。中科院文献情
报中心的特点就在于“科教结合”。我们研究

的诸多题目是从实践中来的，甚至是学生毕业
论文的选题。当然我也注意到一个问题：虽然
我们做的东西都是接地气的，但是我们的学理
逻辑不够清晰。倒不是说我们的理论知识不够，
只是学术思维方式的训练有所欠缺。

我们现在极力要去做的就是在实践和学术
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去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优秀人才要从两
个方面做起，一是培养优秀的导师，二是培养
优秀的学生。具体来说，就是提高导师的素养、
完善课程教育、提高课程教育的知识性、趣味
性和逻辑性。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关注学术交流。
同学之间的学术交流在我们这种特殊环境下其
实是做得不够好的。在高校，图情学生都在一
个学院，经常都能见面。但是我们中心的情况是，
一年级的学生在雁栖湖，二年级的学生分散在各
地区中心，三年级的学生开始找工作，见面交
流机会比较少，这就是我们缺乏学术交流的原
因。其实我们也在想办法增加大家的交流机会，
比如学科动态扫描，但这还不够。我们还可以
组织学生间的学术交流活动，比如成都、武汉、
北京、兰州中心轮流来组织学术活动。这一点
我们想到了，也准备做。除了馆内交流之外，
我们跟其他高校之间的学生学术交流也是有的，
比如一些博士论坛等。与国外的一些交流活动
也不少，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国外专家来做学术
报告。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把活动组织在北京，
那武汉、成都、兰州三个地方的同学就无法交流。
所以增加大家的交流机会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
做的工作。

3、关于图情专业
图书情报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并且有

时候似乎有被边缘化的风险，因为其他学科的
研究人员也可以很好地做相关的图书情报工作。
针对这一现象，您认为图情学科最大的价值体
现在哪里，又该如何提高核心竞争力呢？

刘老师：我们的学科价值在于研究工具、
开发工具。我们这个学科最大的贡献在于我们去
发现和理解信息交流的规律，比如物理化学等
学科的情报分析所用的工具和方法是我们研究
的。他们是在研究他们学科的发展规律，而我们
是在研究信息交流的规律。在第一堂课我讲过，
情报学是什么？情报学是描述科学结构的科学，
通过学术交流、计量等方法来描述科学的结构。
情报学是研究横断面的科学，纵向就是讲物理
学的发展，那我们就是横过去讲物理学的结构，
这个学术结构是什么、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它
的学术交流规律是什么，我们通过计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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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描述它。其他学科要描述他们的发展就需要
用这种结构来描述，而这种结构是谁发现的？
是我们发现的，是通过情报学的研究发现的。
他们用的这些工具、方法也是我们研究出来的，
比如通过关键词的变化、关键词的演变历史来
发现学科衍化的规律。我们需要做的是去理解
这些信息交流及信息服务的规律。

4、学习和就业
研一新生刚刚入学，对于研究方向和职业

发展都还比较迷茫，您能对我们的学习生活及
职业生涯规划提供一些建议吗？

刘老师：你们要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方
向。我们学科内涵，在大方向上分为三个走向，
第一个是计算机信息系统，就是用信息技术来
处理情报，比如信息系统开发、信息管理、信
息存储和检索等。第二个就是信息服务，比如
信息咨询等。第三个就是情报研究，比如情报
研究的方法等。你们在这个阶段的学习，我认
为除了学习情报学这个专业之外，还要把学习

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途径调查研究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文章揭示了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途径选择亟待引导的现状，对高

校信息素质教育的有一定借鉴作用。[ 方法 / 过程 ] 基于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途径的问

卷调查，使用 SPSS 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结果 / 结论 ] 发现了

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途径的一般规律的同时，将图书馆服务按照大学生认知情况可分

为传统服务、基础服务、拓展服务三大类。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获取途径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崔林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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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拓宽。根据你的方向去选择学习其他知识。
比如你要走信息系统这个方向，那软件工程这
些知识你肯定要去学。如果你要走信息服务的
话，那信息组织、知识组织等课程就要作为核
心课程。走情报分析方向，那情报研究方法，
情报计量学等知识就要学。所以，一方面你们
要抓住自己的核心，另一方面要扩展自己的知
识面。

但是这三个大方向也不是完全割裂的。比
如做情报分析那你可能也要去关注语义，关注
文本分析。同样，信息系统也要去延伸，比如
对于情报研究中突发词的一些监测等。现在你
们的核心课程，比如信息检索等都是要去好好
学的。技术永远在变化，但你们要去通过现有
的技术了解它是怎样变化的。我经常说，理解
情报学需要的在情报学之外下功夫，情报学的
发展在情报学之外寻找动力。要学好情报学就
需要去了解情报学之外的知识。专业要精，知
识面要广。希望你们可以去好好规划自己的方
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据调查，我国高校学生上网人数几乎达到
学生总数的 100%，其中 90.5% 的大学生将互联
网作为重要信息获取渠道 [1]。因此，大学生网
络信息获取途径的研究将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大
学生群体的信息行为状况，对于高校推行信息
素养教育、培养优秀信息人才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

当前，大学生的信息获取途径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大学生信息素养调查
中，渗透着对信息获取途径的探讨 [2-6]，即当
前大学生对信息获取途径的选择仍有所欠缺、
高年级学生的网络信息获取能力总体优于低年
级学生、大学生对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利用仍不

如人意等；二是通过信息获取途径研究现实问
题，部分学者 [7-10] 在研究大学生旅游消费情
况时，着重对大学生旅游信息的获取途径进行
研究，部分学者 [11-13] 将信息获取途径与大学
生价值观联系起来，将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作为
价值观形成因素之一进行探讨等。本文将基于
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途径的问卷调查数据，通
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得出大学生网络信息
获取途径的一般规律。

1  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途径调查
1.1 调查过程
基于文献 [14-15] 中调查问卷的设计，结合

本次调查研究的实际需要，笔者设计了大学生

图林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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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获取途径的调查问卷，并采用问卷星
进行网络调查。调查对象为全国各地高校的本
科生、研究生，问卷调查的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5 年 12 月 19 日，共计 22 天，回
收有效问卷 1016 份。

1.2 调查结果比较分析
1.2.1 大学生对不同类别信息的网络获取途

径比较
笔者在问卷中设置了大学生日常信息 / 学

术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的多选题，选项包括搜索
引擎、图书馆网站、网络数据库、社交网站、
其他。利用 SPSS 软件对日常信息和学术信息的
选项比例（比例 = 频数 / 本题填写人次）进行
配对分析，得到结果如表 1。

           表 1. 大学生对日常信息与学术信息网络获取途径比较

表中 Sig.( 双侧 ) 值大于 0.05。故可以判定，
从 95% 的显著性水平上，大学生对日常信息和
学术信息的网络获取途径的选择没有显著差异。

1.2.2 不同性别学生的网络信息获取途径比
较

在调查结果中抽取不同性别（男 / 女）对
日常信息、学术信息的各种网络获取途径（搜
索引擎、图书馆网站、网络数据库、社交网站、
其他）的选择比例，利用 SPSS 进行配对分析，
得到结果如表 2。

            表 2. 不同性别学生的网络信息获取途径比较

表中 Sig.( 双侧 ) 值大于 0.05。故可以判定，
从 95% 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同性别大学生对日
常信息获取途径的选择没有显著差异。

同样方法检验不同性别学生对学术信息的
获取情况，可以发现，不同性别大学生对学术
信息获取途径的选择没有也显著差异。

1.2.3 不同学科背景学生的网络信息获取途
径比较

在调查结果中抽取不同学科背景（理工科
/ 人文社科）对于日常信息 / 学术信息的各种网
络获取途径的选择情况，利用 SPSS 进行配对分
析，得到结果如表 3。

日常信息与学术信息成对样本检验
成对差分

t df Sig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
标准误

差

差分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对 1 日常—学

术信息
-1.147 13.88 0.88 -2.87 -0.58 -1.31 250 0.19

性别对日常信息的获取成对样本检验
成对差分

t df Sig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
标准误

差

差分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对 1 男—女 -0.51 2.50 1.19 -3.61 2.60 -0.45 4 -0.67

性别对日常信息的获取成对样本检验
成对差分

t df Sig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
标准误

差

差分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对 1 男—女 -0.51 2.50 1.19 -3.61 2.60 -0.45 4 -0.67

        
 表 3. 不同学科背景学生的网络信息获取途径比较

表中 Sig.( 双侧 ) 大于 0.05。故可以判定，从
95% 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同性别大学生对日常信
息获取途径的选择没有显著性差异。

而同样方法检验不同学科学生对学术信息的
网络获取情况，发现 Sig.( 双侧 ) 小于 0.05。所以
95% 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同性别大学生对学术信
息获取途径的选择具有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性的
产生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学科学术信息的集中获取
源的差异较大。

2  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途径分析
2.1 网络信息获取渠道分析
大学生对于日常信息和学术信息的网络获取

途径选择情况如图 1 和图 2：

图 1. 大学生日常信息网络获取途径

 图 2. 大学生学术信息网络获取途径

总体而言，搜索引擎、图书馆网站、网络数
据库是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搜索引
擎在网络信息的获取中占据了极大份额，说明其
简单便捷的方式受到大学生的欢迎，图书馆网站
与网络数据库的使用在学术信息的获取比日常信
息更多，而社交网站在日常信息的获取比学术信
息的获取使用更多。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大学生
对不同类别信息的获取渠道存在差异。 

2.2 日常信息与学术信息的网络获取途径分
析

日常信息是指日常生活中因技能、认知等而
需了解的信息，学术信息是指在撰写论文、报告
等需要或学术知识的扩充而需获取的信息。然而，
信息的多样性使得任何一种途径都不能收集到所
有信息，故各途径对日常信息和学术信息的偏重
是有所不同的。就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认为大学
生对两种信息的获取途径的选择差异越显著，其
对信息获取途径的选择就越明智。

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途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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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2.1 可知，大学生对日常信息和学术信
息的获取途径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大学生在进
行信息获取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分类处理、
区别检索的意识。这样的信息获取习惯一定程
度上导致所检索到信息的权威性、准确性不能
达到理想的标准，也会增加信息的获取难度，
延长信息的获取时间。学生需要明确，对于日
常信息和学术信息的区别认识十分必要，在此
基础上选择更适宜的途径进行信息获取，将在
减少获取时间的同时提高信息质量。

2.3 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终端分析
大学生对于网络获取终端的选择在一定程

度上引导着信息服务部门的服务方式。笔者设
置了大学生对个人计算机、公共计算机、平板
电脑、手机、其他网络获取方式等终端使用的
多选题，所得结果见图 3。

图 3. 大学生网络获取终端分布情况

结果显示，当前使用的网络终端以个人电
脑和手机为主，平板电脑的普及还处于较低的
状态。因此，图书馆在信息的服务和推送方面，
可以较多的集中于计算机和手机终端，特别要
加强手机 Apps 等的研究。

3 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途径的影响因素
笔者分别针对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

学科的大学生对日常信息 / 学术信息的网络获取
途径的选择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得到性别、年级、
学科对网络信息获取途径的影响。

3.1 性别对网络信息获取途径的影响
由 1.2.2 可知，性别对于大学生的网络信息

获取途径没有显著的影响，笔者认为，这种性
别上的统一性是由于不同性别的个体在相同的
信息环境下的信息获取结果，大学生所处的信
息环境是相同的，因而其信息获取源也趋于相
近，这就导致了不同性别信息获取途径的统一
性。

3.2 年级对网络信息获取途径的影响 
抽取不同年级对于日常信息 / 学术信息的网

络获取途径的选择情况，利用 SPSS 进行配对分
析，发现所得 Sig.( 双侧 ) 均小于或接近 0.05，
即不同的年级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日常信息的网络获取途
径如图 4，随着年级的增高，搜索引擎与社交网
站的运用逐渐减少，图书馆网站与网络数据库
的使用逐渐增多，说明信息获取的权威性要求
随年级增高而加大，从而加大了图书馆与数据
库信息途径的使用。这种差异性的结果在笔者
看来，是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成果，随着年级
的增长，大学生接受学校的信息素养教育也会
增多，其信息检索策略和方法也会有一定的提
升，这也说明，高校的信息素养教育是十分必
要的。

以同样的方式分析不同年级学生对学术信
息网络获取途径，发现除了大三学生、大四学
生与在读硕士的 Sig.( 双侧 ) 值显著大于 0.05，
其余均小于 0.05，说明大三学生、大四学生与
在读硕士的学术信息网络获取途径具有一致性，
而其他年级具有较大差异性。

图 5. 年级对学术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的影响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学术信息的网络获取途
径如图 5，随年级的增长，搜索引擎与社交网站
的使用逐渐减少，而图书馆网站与网络数据库
则获得越来越多的亲睐。说明年级的增长，专
业知识的增多，使得大学生对于学术信息的检
索途径也更为了解，在获取学术信息时，偏重
于使用权威性更强、可信度更高的图书馆网站
与网络数据库。

3.3 学科对网络信息获取途径的影响
由 1.2.3 可知，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对日

常信息的网络获取途径并无显著差异，而学术
信息的网络获取途径具有显著差异。这就说明，
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在日常信息的网络获取
过程中并未运用起自己的学科思维，而是从统
一的途径进行获取。而在学术信息的获取中常

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途径调查研究

图 4. 年级对日常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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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依据大学生认知的图书馆服务分类

根据上述树形图，可以将图书馆的信息服
务项目分为三类：

（1）传统服务，是包括馆藏目录查询、图
书借阅、超期提醒在内的图书馆始终进行着的
传统服务，大学生对其的了解及使用较多。

（2）基础服务，包括 CNKI 数据库检索在
内的图书馆所提供的基础数字资源服务，大学
生对其的了解及使用较少。

（3）拓展服务，包括万方、超星等除
CNKI 外的其他数据库及个性化服务等图书馆近
年推出的服务，大学生对其的了解及使用极少。

图书馆可以针对不同类别的服务项目进行
推广活动，保证大学生对高校图书馆资源的使
用率，实现图书馆的功能。

4.2 不同年级对图书馆信息服务的认知分析

图 7. 不同年级对馆藏服务的认知情况

由图 7 可知，随着年级升高，经常使用和
偶尔使用馆藏目录的比例逐渐上升，从不使用、
没听说过的比例显著降低。这说明，随年级的
上升，学术信息和知识的需求量的增大导致原
有的信息途径无法支撑，这时大学生会寻找更
有效的途径，即图书馆服务，从而大学生对于
图书馆服务的认知逐渐加强。

总体来说，大学生对图书馆各项信息服务
的认知尚未达到理想水平，而导致该结果的原
因有二：第一，大学生对自身信息需求的认识
不足，不能明确意识到潜在的信息需求；第二，
图书馆的宣传工作不全面，即大学生对图书馆
的信息服务的种类与内容的知晓度尚待提高。
图书馆应该加强对大学生信息需求的素养教育，
同时增强自身的活动宣传，从而推进图书馆的
信息服务。

5 结语
通过本次问卷调查及其结果的分析，在大

学生的信息获取途径方面发现了以下规律：大
学生在网络信息的获取中一般不对日常信息和
学术信息加以分析，多采取相类似的途径；信
息的网络获取终端集中于个人计算机和手机；
对于信息的网上获取途径，不同性别的大学生
没有显著影响，不同年级的大学生表现出较明
显的差异，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在学术信息
的获取表现出差异，而日常信息没有；根据大
学生对图书馆信息服务的认知，可以将其分为
三类：传统服务、基础服务、拓展服务；随着
年级增长，大学生对图书馆服务的认知情况会
有较大提升。调查的总体情况说明，大学生的
网络信息获取途径的选择情况仍不尽人意。高
校应加强对于大学生信息获取途径的辅导与指
引，帮助大学生选择更为适宜的信息获取途径。

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途径调查研究

常运用自己的学科知识，从更适用于理工科 / 人
文社科的学术信息检索渠道进行获取，从而导
致了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对学术信息的获取
途径具有显著差异。

4 大学生对图书馆信息服务认知情况分析
信息时代，数字图书馆迅速发展，数字资

源成为图书馆服务的重点。然而，当前大学生
究竟是否了解这些资源，是否使用过图书馆推
出的服务？以下根据调研大学生对于图书馆的
认知情况，对图书馆服务进行了分类，同时分
析年级增长是否会影响大学生对图书馆服务的
认知。

4.1 基于大学生认知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分类
笔者在问卷中设置了大学生对图书馆服

务的认知情况的量表题，包括馆藏目录查询、
CNKI、万方、超星、参考咨询、个性化服务六
项服务，及经常使用、偶尔使用、听说过但从
未使用、没听说过四种使用频率。将其结果进
行层次聚类，得到结果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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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过滤模型在学术推荐系统中的应用

吉林大学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石一锐

摘要：社交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学术界通过社交媒体互动合作的方式正在

改变着传统的线下科研团队合作模式。诸如 Meta 等集文献数据库检索、科研人员社

区交流功能于一体的平台，支持科研人员参与学术信息搜集、资源发布与共享等，并

进行交流与互动，对科学研究整个流程中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但在嘈杂的网络社区环境中，如何更为有效地过滤信息，为科研人员更好地推荐关联

性强的用户，进而挖掘潜在合作对象，逐渐成为学术推荐系统领域中的一项重要的研

究内容，得到广泛关注。针对该问题，本文将协同过滤算法应用于学术推荐系统中，

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用户对实时性、推荐方式等多方面要求。通过实验可知，协同过滤

算法的性能在实验中优于基于内容以及基于人口的推荐算法。在个性化推荐系统中有

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文本挖掘；协同过滤；学术推荐系统

1  引言
大多数大规模的商业以及社交媒体网站都

会向用户推荐选项，比如电子商务网站中的产
品或店家，学术检索网站中感兴趣文献或相关
作者等。推荐引擎对大量数据进行分类，以识
别潜在的用户偏好。推荐系统改变了没有活力
的网站与其用户通信的方式。无需提供一种静
态体验，让用户通过搜索即可被推荐到可能感
兴趣的学者或文献，推荐系统加强了交互，以
提供内容更丰富的体验。推荐系统根据用户过
去的购买和搜索历史，以及其他用户的行为，

自主地为各个用户识别推荐内容。本文介绍推
荐系统背后的相关算法及其实现方法。

2  研究现状
2.1 现有推荐系统算法  
2.1.1 基于人口统计学的推荐
这是最为简单的一种推荐算法，它只是简

单的根据系统用户的基本信息发现用户的相关
程度，然后将相似用户喜爱的其他物品推荐给
当前用户。系统首先会根据用户的属性建模，
比如用户的年龄，性别，兴趣等信息。根据这
些特征计算用户间的相似度。比如系统通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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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发现用户 A 和 C 比较相似。就会把 A 喜欢的
物品推荐给 C。

2.1.2 基于内容的推荐
与上面的方法相类似，只不过这次的中心

转到了物品本身。利用物品本身的相似度而不
是用户的相似度。系统首先对物品（对应学术
推荐系统即为学者或科研人员以及文献等）的
属性进行建模，本文中用研究领域作为属性。

在实际应用中，只根据类型显然过于粗糙，还
需要考虑作者、机构等更多信息。通过相似度
计算，发现用户 A 与 C（Loet Leydesdorff）的相
似度较高，因为他们同属于科学计量学领域。
系统还会发现用户 A 研究领域与计算机科学有
学科交叉，由此得出结论，用户 C 很可能对计
算机科学也感兴趣。于是将计算机科学推荐给
用户 C。如图 1 所示。

图 1  Meta 系统基于内容推荐

2.1.3 基于协同过滤
协同过滤是推荐算法中最经典最常用的，

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推荐机制和基于人口统计
学的推荐机制都是计算用户的相似度，并基于
“邻居”用户群计算推荐，但它们所不同的是
如何计算用户的相似度，基于人口统计学的机
制只考虑用户本身的特征，而基于用户的协同
过滤机制是在用户的历史偏好的数据上计算用
户的相似度，它的基本假设是，喜欢类似物品
的用户可能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口味和偏好。

2.2 研究评述
基于人口统计学的推荐算法不需要历史数

据，没有冷启动问题，不依赖于物品的属性，
因此其他领域的问题都可无缝接入。但基于人
口统计学的推荐算法比较粗糙，效果很难令人
满意，只适合简单的推荐。

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对用户兴趣可以很好
的建模，并通过对物品属性维度的增加，获得
更好的推荐精度。但是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的
物品的属性有限，很难有效的得到更多数据，
物品相似度的衡量标准只考虑到了物品本身，
有一定的片面性。它需要用户的物品的历史数
据，有冷启动的问题。

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过滤算法虽然一定程
度上也存在着冷启动的问题，但是它不需要对
物品或者用户进行严格的建模，而且不要求物
品的描述是机器可理解的，所以这种方法也是
领域无关的。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推荐是开放
的，可以共用他人的经验，很好的支持用户发
现潜在的兴趣偏好。

3  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算法

协同过滤技术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协同过滤的
基本假设是如果用户 x 和 y 对 n 个项目的评价
或行为是相似的，那么他们对其他项目所持有
的观点也是相似的，即行为相似的用户兴趣也
可能相似。一个协同过滤算法的基本方法是对
大批用户进行搜索，从中找出兴趣相似的用户
群。算法会对这些人所偏爱的内容进行考察，
然后构造出推荐列表，推荐给该群体的用户。

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算法的核心是如何发
现相似用户。于是衡量用户之间相似度的准确
度成为评价协同算法优劣的重要指标。常用的
衡量用户之间的相似度的方法如下。

3.1 明可夫斯基距离（Minkowski Distance）
明氏距离是经典欧式距离的推广，是对多

个距离度量公式的概括性的表述。公式如下：

( )
pn

i

p
ii yxYXdist

1

1
, 








−= ∑

=

（1）当 时，明氏距离实际上就是欧式距离。
欧氏距离是最常见的距离度量，衡量的是

多维空间中各个点之间的绝对距离。公式如下：

( ) ( )∑
=

−=
n

i
ii yxYXdist

1

2,

因为计算是基于各维度特征的绝对数值，
所以欧氏度量需要保证各维度指标在相同的刻
度级别，比如对身高（cm）和体重（kg）两个
单位不同的指标使用欧式距离可能使结果失效。

（2）当 时，明氏距离是曼哈顿距离。
曼哈顿距离来源于城市区块距离，是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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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上的距离进行求和后的结果，即当上面
的明氏距离中 p=1 时得到的距离度量公式，公
式如下：

( ) ∑
=

−=
n

i
ii yxYXdist

1
,

在明氏距离使用使用中，由于不同的用户
习惯使用的评分区间不同，例如 10 分制中，A
对他喜欢的图书更频繁的使用 [3,7] 中的整数来
为评价对象打分，而 B 则更倾向于 [5,9] 的整数
来打分，但实际上他们对于这个评价对象的感
觉可能相似度很高，但是只是看单个的打分数
据并观察不出来。这时，我们需要使用皮尔森
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来进
行分析。

皮尔森相关分析中的相关系数 ，分别对 和 
基于自身总体标准化后计算空间向量的余弦夹
角。公式如下：

( )
( )∑ ∑∑

∑ ∑ ∑
−×

−
=

222
,

yynxn

yxxyn
YXr

3.2 向量空间余弦相似度（Cosine 
Similarity）

余弦相似度用向量空间中两个向量夹角的
余弦值作为衡量两个个体间差异的大小。相比
距离度量，余弦相似度更加注重两个向量在方
向上的差异，而非距离或长度上。公式如下：

( )
yx
yxYXsim

·
·cos,
→→

== θ

但是因为向量空间余弦相似度只能分辨个
体在维之间的差异，没法衡量每个维数值的差
异，会导致这样一个情况：比如用户对内容评分，
X 和 Y 两个用户对两个内容的评分分别为（1,2）
和（4,5），使用余弦相似度得出的结果是 0.98，
两者极为相似，但从评分上看 X 似乎不喜欢这
2 个内容，而 Y 比较喜欢，余弦相似度对数值
的不敏感导致了结果的误差，需要修正这种不
合理性，就出现了调整余弦相似度，即所有维
度上的数值都减去一个均值，再用余弦相似度
计算。

3.3 K 近邻（KNN）算法
为了使最终的推荐结果更为可靠，我们需

要候选 K 个相关度比较高的候选人员的评分作
为最终推荐的参考，其评价的重要性由其与被
推荐的人员的相似度的高低来确定。K 的取值
很重要，若 K 太小，则一旦理论上相似度最高

的候选人员实际上与被推荐者的差异比较大时，
推荐系统将会成为一个近乎无用的系统；若 K
太大，一方面会减弱推荐系统的准确度，另一
方面，加大计算量使得系统效率降低。

4  实证研究
4.1 推荐系统设计
相关流程图如图 2 与图 3 所示。

图 2 系统整体流程图 

图 3 计算相似度流程图

图 2 是推荐系统的整体流程图，图 3 是图
2 中计算用户相似度的细化过程，通过对数据
稠密度的判断来选择相应的计算方法。之所以
形成图二的模式，是因为明氏距离度量相似度
在数据稠密的情况下往往会有特别好的效果，
而余弦相似度则在数据比较稀疏的情况下往往
有更好的表现。

4.2 相关实验
由于学术系统涉及用户推荐的已有开源数

据相对较少，因此类比文献及作者信息等文本
数据特点，本实验的数据是来源于 MovieLens
数据集，它是 Minnesota 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所整理，以此来对本文提出的模型进行测
试。MovieLens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推荐系统和虚
拟社区站。自从 1997 年建立，到现在为止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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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过 43000 个用户，被用户评分过的电影已
经 3900 多部，评分标准是 1 到 5 的整数，评分
越低代表用户越不喜欢该电影。

为方便表示该系统的性能，特抽取了基于
人口、基于内容的推荐系统进行对比。观测指
标是推荐结果与真实结果的偏差度，该值越小
越表示偏差越小，推荐系统越有效。实验结果
如表 1 所示。

 最近邻居数
k 算法

协同过滤算法 基于内容的
推荐算法

基于人口统计
学的推荐算法

10 0.688 0.714
20 0.686 0.704
30 0.686 0.705
40 0.687 0.704
50 0.686 0.704
60 0.686 0.705
70 0.688 0.706
80 0.689 0.707
90 0.708
100 0.709

表 1  实验结果统计

5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本研究旨在提高推荐系统的准确率，从实

验结果来看，也确实基本达到了实验目的。虽
然基于协同过滤算法的推荐系统准确率相对较
好，但是仍然会有冷启动与依赖数据的问题。
同时，在实验过程中，对原始数据并没有进行
预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推荐系统的效
率与准确度。今后，从纵向来说，将试图改进
系统，综合现有各大推荐系统的推荐算法，形
成一种综合的优势互补的推荐系统；横向来说，
推荐算法不止局限于应用在电子商务的推荐系
统中，同时将其应用于学术社交平台中，提高
系统的鲁棒性与可推广性。

6  结语
将协同过滤应用于学术推荐系统中加深了

对推荐系统和推荐算法的理解，拓宽了社交媒
体挖掘领域相关算法的应用范围，为进一步改
进推荐系统，深入了解学习文本挖掘、作者引
证以及合作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由表 1 可以看出，协同过滤算法的性能在

实验中均优于基于内容和基于人口的推荐算法。
而对于每一种推荐算法，在实验条件的设定下，
均随着 k 的增加，偏差度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责任编辑：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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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AM 模型的高校真人图书馆使用意向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柳影

真人图书馆来自于丹麦语
Menneskebiblioteket，最早出现在丹麦哥本哈根。
1993 年四个丹麦青年罗尼 • 勃格、丹尼 • 勃格、
阿斯玛 • 穆纳、克里斯托弗 • 埃里克森在他们
一个朋友遇刺受伤后，成立了名为“停止暴力
(Stop The Violence)”的组织，这就是真人图书馆
的雏形。该组织从“鼓励对话、消除偏见”和“避
免论战和斗争”的主旨出发，通过面对面的交
谈形式，希望排除社会中每个人对不了解的群
体，如有色人种论、神秘宗教论分子、同性恋者、
特殊工作者等的严重歧视，消除人们之间的不
了解。2000 年 7 月在北欧摇滚音乐节——罗斯
基勒音乐节 (Roskilde Festival) 上，他们组织了
以反对暴力，鼓励对话，建立和谐关系为主题

的第一次真人图书馆活动，共招募 75 本“真人
图书 ( living books)”，确定 50 个不同类型的书
目主题 [1]。其后“Living books”一词应允而生，
在 2010 年正式注册成 Human Library[2]。真人图
书馆初衷为化解矛盾，增进理解，“将人们聚
到一起，进行面对面交流”[3]，但也体现了挖掘
隐形知识，促使知识双向传播的功能。

“真人图书馆”2008 年由美籍华裔图书馆
学家曾蕾教授引入我国，同年 12 月，上海交通
大学举行我国首次真人图书馆活动 [2]。目前我
国真人图书馆的组织者分为两派：以高等院校
图书馆为首的，和以社会公益机构为代表的。
而高校真人图书馆活动更为频繁，以上海交通
大学、同济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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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石家庄学院等高校真人图书馆的发展
最为突出。

1  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使用意向概念模型
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基础
近年来，真人图书馆在我国越来越受到关

注。然而，真人图书馆服务是否能被全面接受
和应用不仅与开办方式、相应技术等有关，更
与用户的认知、接受、持续使用等行为有关。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信念影响态度，态度又影
响意向，从而最终影响人们的行为 [4]。真人图
书馆服务只有明确广大图书馆用户的使用意向，
让用户接受并持续使用真人图书馆，才能达到
建立真人图书馆的最初目标，发挥真人图书馆

的真正作用。因此，笔者拟采用技术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简称 TAM）来
对高校真人图书馆使用意向进行研究，以促使
高校真人图书馆能被读者接受并持续使用，提
高高校真人图书馆的使用率。

1989 年 Davis 提出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1，简称 TAM1），该模型（见
图 1）运用理性行为理论研究用户对信息系统
的接受程度，最初只应用于研究用户对计算机
接受的程度，后来应用到各个领域，也不断完
善。1983 年 Rogers 提出技术扩散理论，在原有
的基础上发展了扩展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2，简称 TAM2），目前这两种
理论对各个领域研究都影响深远，应用广泛 [5]。

 
外部变量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使用态度 行为意向 实际使用 

图 1 技术接受模型

1.2 研究模型与假设提出
假设影响高校真人图书馆使用意向的因素

主要有三个：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有用性、
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易用性和高校真人图书

馆的使用意向，而其他的因素则通过间接地影
响这三个主要因素而影响高校真人图书馆的使
用行为。由此构建高校真人图书馆使用意向模
型。

图 2 高校真人图书馆使用意向模型

（1）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有用性
假设当读者越能感知到高校真人图书馆对

自己的有用性的时候，即感受到阅读体验、阅
读目的等方面有利于自己时，就越会对高校真
人图书馆产生积极的使用意向，也越会产生使
用高校真人图书馆的行为。

（2）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易用性
假设读者感知到使用高校真人图书馆越容

易方便，就越能产生较为积极的使用意向，也
就越能产生使用高校真人图书馆的行为。

（3）高校真人图书馆的使用意向
假设高校真人图书馆的使用意向是影响读

者使用高校真人图书馆进行阅读的重要因素，

高校真人图书馆的使用意向越积极，就越会产
生使用行为。

根据上述论述，提出高校真人图书馆使用
意向假设模型（如图 3），并提出如下假设：

H1：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有用性对高校
真人图书馆的使用意向具有正向的影响。

H2：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易用性对高校
真人图书馆的使用意向具有正向的影响。

H3：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易用性对高校
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有用性具有正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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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校真人图书馆使用意向假设模型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简称 SEM）对数据进行分析。
使用偏最小二乘法的方差分析方法，运用 SPSS 
21.0 软件和 SmartPLS 3.0 软件来对数据进行分
析，探究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的使用意向。以
中国东北、华北地区大学学生为抽样框，采用
随机抽样方法，发放电子调查问卷的形式，共
发放调查问卷 98 份，均为有效问卷。在 98 份
有效样本中，男性占 31.67%，女性占 68.33%，
年龄在 18 周岁及以下的为 1.67%，在 19-25 周
岁的占 81.67%，在 26-32 周岁的占 10%，在
33-40 周岁的占 1.67%，在 41 周岁的 5%。问卷
共设计了 11 个测量读者使用高校真人图书馆意
向的影响因素指标，采用国际通行的李克特量
分表（Likert scale）对各影响因素打分，分别用
“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2 分”代表不同意，

“3 分”代表不确定，“4 分”代表同意，“5 分”
代表非常同意。

2  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使用意向概念模型
实证研究

2.1 实证分析

2.1.1 测量模型分析
（1）信度检验
使用 SPSS 21.00 软件进行可靠性分析，数

据结果见表 1。
由表 3-1 可以看出，本数据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 0.70，且删除任何一个题设后，
Cronbach’s α 系数均未有明显提升，项已删除
的 Cronbach’s α 值也均大于 0.60，其中最低
值为“愿意成为真人图书 UI2”项的 0.645，由
此可知，数据的可信度较好，可以接受。并且
每一个题项相对应的项目 - 总体相关系数 CITC
值也基本大于 0.50，一般认为项目 - 总体相关
系数 CITC 值大于 0.50 即可接受，因此，以上
的各变量均具有较好的可信度，量表是有效的，
测量上述概念的题设也基本可保留。

（2）效度检验
采用 SPSS 21.0 对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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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信度检验表

变量 题设 CITC 项已删除的
Cronbach’sα 值

Cronbach'sα 值

感知有
用 PU

真人图书馆能消除偏见、歧视 PU1 0.717 0.752 0.829
高校真人图书馆能消除偏见、歧视 PU2 0.608 0.809
高校真人图书馆能引起我的思考 PU3 0.691 0.733

高校真人图书馆能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 PU4 0.624 0.798

感知
易用

PEOU

高校真人图书馆使用便捷 PEOU1 0.658 0.569 0.750
高校真人图书馆不浪费我的时间 PEOU2 0.623 0.724

使用高校真人图书馆后的效果与我预想的一样 PEOU3 0.473 0.782
使 用 意
向 UI

愿意参与真人图书馆活动 UI1 0.533 0.694 0.752
愿意成为真人图书 UI2 0.648 0.645
相比传统阅读方式更愿意选择真人图书阅读 UI3 0.477 0.739
愿意一直用真人图书馆阅读 UI4 0.537 0.702

因子名称 变量名称 因子负荷 α 值 累计解释方差 %
感知有用 PU 真人图书馆能消除偏见、歧视 PU1 0.852 0.829 66.637

高校真人图书馆能消除偏见、歧视
PU2

0.779

高校真人图书馆能引起我的思考
PU3

0.796

高校真人图书馆能对我来说是有帮
助的 PU4

0.836

感知易用
PEOU

高校真人图书馆使用便捷 PEOU1 0.874 0.750 67.104
高校真人图书馆不浪费我的时间

PEOU2
0.849

使用高校真人图书馆后的效果与我
预想的一样 PEOU3

0.728

使用意向 UI 愿意参与真人图书馆活动 UI1 0.768 58.207
愿意成为真人图书 UI2 0.834

相比传统阅读方式更愿意选择真人
图书进行阅读 UI3

0.629

愿意一直使用真人图书馆进行阅读
UI4

0.752

样本的 KMO 测度 0.833
巴特利特 Bartlett’s 球形检验 Chi-Square 检验 497.633

df 自由度 55
Sig. 显著性 0.000

表 2 探索性因子分析表

在表 3-2 中显示的变量各指标的因子载荷、
各变量量表的综合信度值 α 和累计解释方差，
可以看出，样本的 KMO 测度值为 0.833，大于
标准 0.50，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而每一题设
变量的指标项均落在各自的因子中，其中最低
的因子载荷值为 0.629，均大于 0.50 的边界条件，
α 信度值分别为 0.829、0.752、0.750，显著性
也较好，说明结构变量各指标解释的一致性，
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收敛效度：使用 SmartPLS 3.0 软件对数据
进行效度检验，详见表 3 和表 4。可以看出平

均变异萃取量的平方根值均大于 0.5，组合信度
值均大于 0.7，同时 AVE 值较高，则该量表收
敛度和信度较好。

判别效度：使用 SmartPLS 3.0 软件可以
得到该模型的判别效度和相关系数（Latent 
Variable Correlations），如图 4 和图 5。可以看
出该模型中的 AVE 的平方根值大于与其他构念
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且该模型中所有构念之间
的最小 AVE 值 0.581 大于相关系数矩阵中的最
大值的平方值，即 0.670 的平方值为 0.4489，
因此具有良好的判别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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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 AVE 的平方根
PEOU 0.668 0.817
PU 0.665 0.815
UI 0.581 0.762

Composite Reliability
PEOU 0.857
PU 0.888
UI 0.847

表 3 AVE 值及 AVE 的平方根值表 表 4 组合信度值表



图 4 判别效度

图 5 相关系数

2.1.2 结构模型分析
利用软件 SmartPLS 3.0 对数据进行建模，

计算出模型路径，结果如图 6。由表 2 可以看
出高校真人图书馆使用意向结构方程模型的拟
合程度。通常认为，理论模型的拟合程度是从

总体上评价样本数据是否支持所提出假设的重
要参考指标。由数据可知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
型的拟合度较好，可信度较高，可以通过结构
方程模型分析评估理论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假
设关系。

图 6 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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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SmartPLS 软件运行可得，该模型的 R2 值
（如图 7）：PU 为 0.369，UI 为 0.500；而调整
过的 R2 值为：PU 是 0.362，UI 是 0.490。可看
出该模型的 R2 值是可以接受的，其内生潜在变
量对其外生潜在变量的概括程度较高，可反映原
始变量信息，该模型结构变量内部具有一致性。

图 7 R Square 值

因此，由图 4 可以看出，概念模型内标
注的路径关系均较为显著 , 即模型成立。其中
PEOU>PU 的路径为 0.607，PEOU>UI 的路径为
0.284，PU>UI 的路径为 0.498。

2.2 结果与讨论
2.2.1 结论
由该模型路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假设成

立，但模型路径系数不一样，也就是说各因素
影响程度不同，在此用显著、较大、较小的程



2.2.2 讨论
（1）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有用性与高校

真人图书馆的使用意向
“感知有用性→使用意向”路径成立，其

路径系数为 0.498，即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有
用性对高校真人图书馆的使用意向具有较小的
正向的影响，换言之，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
有用性是影响高校真人图书馆使用意向的关键
变量。

读者只有更加了解真人图书馆的阅读模式，
了解到真人图书馆相比于传统阅读模式的优势，
感知到高校真人图书是有用的时候，才会对其
产生积极的使用意向，接受和采用它，从而产
生使用行为。在社会实践中，当读者通过参与
真人图书馆活动感知到有用性，就会提高其参
与活动的积极性。例如：在 2008 年英国，由琳
达 • 康斯特布尔 (Linda  Constable) 和凯文 • 哈里
斯 (Kevin  Harris) 举办的真人图书馆活动调查显
示，真人图书认为此活动对其非常有帮助的占
96%，有帮助的占 4%；而读者认为非常有帮助
的占 79%，有帮助的占 18%[6]。这份调查显示
当阅读双方同时感知到使用真人图书馆的有用
性时，就会在感知到有用性后继续选择参与此
类活动。

（2）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易用性与高校
真人图书馆的使用意向

“感知易用性→使用意向”路径成立，其
路径系数为 0.284，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易用
性对高校真人图书馆的使用意向具有较小的正
向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越是高效方便的阅
读方式，读者越会选择，而使用某种阅读方式
的方法过于复杂则会对读者的使用意向产生消
极影响，减少读者产生选择这种阅读方式的行
为。

（3）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易用性与高校
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路径成立，
其路径系数为 0.607，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易
用性对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有用性有显著的
正向的影响，而高校真人图书的感知易用性对
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有用性的影响也促使高

校真人图书馆感知有用性对高校真人图书馆的
使用意向产生影响。通常读者首先就能够较为
感性地感知到一种阅读方式使用的便捷性，而
在读者感知到一种阅读方式的易用性后，继续
深入了解该阅读方式也就能够感知到该阅读方
式的有用性，从而对其产生积极的使用意向，
增加使用该阅读方式的行为。

3  提升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使用意向的建
议

由上述结论证实，为促进我国高校真人图
书馆的使用率，扩大高校真人图书馆的知名度，
就要提高对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有用性和感
知易用性的宣传和研究。只有提高读者对高校
真人图书馆有用性和易用性的感知率，才能对
高校真人图书馆的使用意向产生正向影响，提
高其使用率。因此，可通过完善高校真人图书
馆管理制度，加强对馆员、读者以及对真人图
书的培训；吸收多样化的真人图书源；建立高
校真人图书馆评估机制等方式来促进高校真人
图书馆的使用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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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词来表示。因此，由模型可得到结论：
V1：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有用性对高校

真人图书馆的使用意向具有较大的正向的影响。
V2：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易用性对高校

真人图书馆的使用意向具有较小的正向的影响。
V3：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易用性对高校

真人图书馆的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的影
响。

（责任编辑：崔林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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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欧洲、美洲、大洋洲、亚洲地区的 7 个国家古籍数字化标准现状进行调

查研究，梳理并总结出这些国家古籍数字化标准体系规范的主要内容及其应用特征，

以期为我国古籍数字化标准化工作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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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古籍是古代书籍的简称，这里的“古”

是相对于“今”而言的，一般认为未采用现代
印刷技术而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我国
《古籍著录规则》（GB/T3792.7-2008）中将
古籍定义为“1911 年以前 ( 含 1911 年 ) 在中国
书写或印刷的书籍。”[1]。这一定义指明了古
籍的时间、地点和形式的三大关键要素。在国
外，古籍的概念更为宽泛，不仅仅指古代书籍
（Ancient book），还包括善本（Rare book）、
手稿（Manuscript）、拓片（Rubbing）等。古
籍数字化是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手段，将语言
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书目数据库或全文数据
库的过程，用以利用和保护古籍 [2]。

国外对古籍数字化工作十分重视，许多国
家开展了古籍数字化项目的建设。本文通过对
国外 7 个国家的古籍数字化标准规范的主要内
容及其应用特征进行研究整理，以期为我国今
后古籍数字化标准工作的开展提供可行性参考
范例。

2  国外古籍数字化标准研究现状
在数字化过程中，内容的数字化和服务提

供的多元化会使标准的建设难以达到一致性。
国外相关研究阐释了古籍数字化标准的相关理
论问题，研究内容较为集中。

2.1 关于古籍数字化标准统一的研究
关于古籍数字化标准，目前国外的古籍

数字化研究中也没有统一的界定。在 Tanyildiz 
Ahmet 的《SüRELi YAYINLAR BAGLAMINDA 
BAZI CEVRiYAZI SORUNLARI》一文中讨论到
虽然目前国际上有很多关于古籍数字化的研究，
但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化标准。目前的研究
成果数量有限，且大多是在 2000 年之后。关于
数字化标准中的协议和参数问题，尚未形成规
范文件。

2.2 关于数字化标准应用的研究
Jon Zabala-Vázquez 在《Utilidad y Vigencia 

de las Tipobibliografí as y su Ausencia en el Mundo 
Digital》一文中分析了各种古籍数字化标准的
重要性和有效性。文章基于 Tipobibliografía 
Espanola 项目，但由于该项目发表的格式并不
是以数字的格式，因此主要的古籍数字化自动
的标准和描述性规则的意义不是很大。此外，
对比分析 AACR2，ISBD(A),MARC 和 DCMI 的
各个元素在描述上的标准，通过研究发现这些
标准几乎适用于所有在线发布的文件。

3  现行古籍数字化标准体系规范
本研究于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对

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家图书馆、政府机构网站、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等标准化机构、
各大索引数据库等进行调查，了解各国古籍数
字化的发展现状及其标准体系构建情况，并对
各国古籍数字化标准及规范指南进行检索、归
纳和整理，得出如下内容。

通过网站的调查研究，共检索到 50 余项相
关规范，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二次筛选，最终
得出 27 条古籍数字化的标准规范。国外许多国
家虽然不同程度地对本国保存的古籍进行了数
字化工作，但数字化程度、应用标准、数字化
具体环节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目前，尚未有
一个国家形成完整的数字化标准工作流程或建
立出标准体系框架。大部分国家是通过国际合
作或部分开发的策略，逐步完善数字化工作。
以下，对各国标准规范及应用做简要概述。

3.1 美洲国家标准规范及其应用
美国古籍数字化标准工作最为成熟，检索

到 14 项文件，古籍数字化标准有 6 项，其中 1
项是由 IFLA 国际图书馆联合会发布的国际标
准。其内容涉及善本与手稿的数字化标准、图
像标准、编目标准、元数据标准、目录描述标准、
保存标准、成像描述、缩微技术、文档要求等
多个方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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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古籍数字化的兴起是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逐渐开始的。从 2002 年起，加拿大政府开
始参与到图书馆数字化工作的进程中，国家图
书档案馆也开启了 Amicus 的数字图书馆项目，
对国家收藏的古籍版本进行数字化处理。调查
发现，加拿大藏有大量手稿（如：希伯来手稿），
一些专业图书馆为妥善管理专业原始手稿而建
立专门的网站进行维护 [4]。目前，能够获取的
有关加拿大古籍数字化标准的共有 4 个。其中，
包括对古老文献的保存与修复标准、文献著录
编目的国际标准和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的相
关政策。

3.2 欧洲国家标准规范及其应用
英国古老文献数字化工作主要由英国国家

图书馆负责，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业机构给予资
金方面的支持。现查到的关于英国古籍数字化
标准主要有 5 个。从标准规范的内容，英国古
籍数字化标准工作主要应用到标准化管理、元
数据、数据加工、文档文件存储等标准规范。
英国现存有大量中国古籍，为方便阅读和学习，
英国与其他国家联合组建 IDP 项目、大英图书
馆也独自建立了检索数据库，并应用数据库检
索规范作为指导。

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兰西比利时皇家藏
书馆等机构中保存了大量法国王朝、皇室家
族的手稿。能够获取全文标准规范资料仅有 1
项，Attractive guidelines for users EUROPEANA 
REGIA CIP-ICT-PSP 2009-250560，是针对用户
使用方面的标准。法国对手稿进行数字化的过
程中，注重元数据的规范和转化，制定较为详
细的元数据标准规范。其次，为完善对数字化
手稿的管理，制定了相关的管理标准。满足用
户检索的需要，有些图书馆建立手稿数据库，
根据国际标准并结合法国实际情况，实行相应
的数据库检索规范。

德国文献的数字化工作现处于较为分散的
状态。由于历史原因，德国没有所属的国家图
书馆，许多标准工作都是由科研机构完成，科
研机构的能力和资金有限，标准工作处于起步
阶段。能够获取全文的德国古籍数字化标准的
文件资料仅有 1 个：DFG Practical Guidelines on 
Digitisation。该标准从数字化标准规范内容划分，
主要包括元数据标准、文档存储标准。在数据
加工方面，德国采用图像处理技术，将图像转
换成固定的格式，可以用于网站访问和数据库
检索使用。德国在数字化方面比较注重数字化
成果的兼容并用、交流共享。

3.3 澳大利亚标准规范及其应用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从 1960 开始致力于将

本国所有的文献资料全面收集、系统整理。
其中包括古老、原生的图书、报纸、地图、手
稿等资料。为确保文献的长期保存，并能够在
官网上进行虚拟访问，澳大利亚开始投资数字
化图书馆项目。目前可获取古籍数字化标准共
有 3 项。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网站为“馆藏资
源数字化”成立了专题区，在对古老文献数字
化过程中，注重古籍版本的选择。大部分手稿
通过扫描技术转化成静态图像储存，图书资料
直接数字化的情况较多。在数字化过程中，主
要运用文档存储标准、数据加工标准、资源的
分类标准以及元数据标准规范等。

3.4 日本标准规范及其应用
日本与中国同属于东亚地区，都有着大量

的历史文献。日本非常注重对文献的储藏和保
管，制定了一些关于古老文献的保存和数字化
标准，所获取的标准共 7 项。由于存在访问权
限的问题，部分标准不能获取到全文，但可以
从相关网站的描述中得知其主要包括著录标准
和元数据标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中存有大
量善本手稿，因而建立了善本手稿的资料库，
作为归纳整理的工具，也为用户的使用检索提
供了方便。

4  古籍数字化标准类别及其特点
4.1 管理标准
古籍善本既记录着历史，也传播着文明。

因此，许多国家对古籍、善本、手稿、特藏等
文献资料都提出了适应于各国需要的管理标准；
国际上，也提出了相应的国际型的标准。IFLA（国
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于 2014 年 9 月颁布了由
国际图联善本与手稿组撰稿而成的《馆藏善本
与手稿数字化计划指南》[5]，指南中提及“在可
发现性和使用方面，善本和特殊馆藏的数字化，
比一般馆藏更有意义。一旦这些馆藏易于获取，
它们就将成为核心资源”。国际图联制定相关
指南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对孤本、善本和非印
刷形式的馆藏进行数字化时，需特别加以考虑，
制定特定的操作程序，旨在为善本、特藏的数
字化提供解决方案，为图书馆的馆藏存储工作
提供参考意见；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
等也出台了相应的古籍标准化管理规则。

4.2 数据标准
在存储手稿资源方面，为了实现更为妥善

的保护，许多国家都会选择限定主文件的文件
格式，依据既定的元数据标准进行保存，同时
区分不同的存储介质。标准规范中将元数据的
类别主要分为三种，即书目（或描述）型元数据、
图像（或技术）型元数据、结构型元数据。书
目元数据描述了被数字化的实体对象，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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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内容方面的信息。所有被挑选出来要
进行数字化的材料在数字化之前都要有某种书
目元数据。在完成馆藏文献数字化后，应把指
向数字版本的链接追加到相关书目记录上，该
链接还要从该数字版本指回书目记录。图像（或
技术）型元数据通常是由相机或扫描仪自动获
得，并出现在文件的标头。许多图书馆在对数
字文件进行存取管理时，会使用到“第四种元
数据——管理元数据”加以协助。管理元数据
可能包括图片的拍摄者、图像或者原件的所有
者、版权信息以及使用额度。除此以外，管理
元数据还可能包括：数字化过程中没有进行数
字化的馆藏项目及其原因和形成的决议，还有
常规的图像处理过程（整个馆藏的处理过程是
一致的）的说明。

4.3 描述标准
国际上为方便加工和组织馆藏信息资源，

提出了 FRBR（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RAD（规
范数据的功能需求）、FRSAD（主题规范数
据的功能需求）三个概念模型。在此基础上，
为实现馆藏信息资源的著录，提出了 ISBD 国
际书目著录标准。为了满足数字化格式的编
码需求，进而制定了 UNIMARC 编码格式。
UNIMARC 由美国提出的 MARC 格式加以演变
而成的，它的出现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各
国也在此基础上形成适于各国需要的 MARC 字
段。自 1997 年，“AACR 理论与未来发展”
的国际会议中，首次出现 RDA（资源描述与
检索）这一概念模型。RDA 是基于 FRBR 与
FRAD 两个概念模型演变而成的，其超越了过
去的编目规则，提供关于数字资源编目的指南，
更加强调帮助用户查找、标识、选择和获取所
需信息。

索引标准各国最常用的是由美国国会图书
馆提出的主题词（LCSH）编目标准。当 LCSH
发布实施以来，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使用率，
各国的图书馆界也纷纷以此进行参考借鉴，对
于有特殊需要，或者古籍文献具有较强的专门
性时，会根据需要和习惯进行修改和调整。

4.4 工作标准
各国创建数字馆藏的过程都可以分解成不

同的阶段或步骤。各图书馆的操作情况或许稍
有变化，但基本流程是大致相同。具体数字化
工作实施之前，准备并检查所需的数字化原件
以及相关材料，确定是否具有实体条件和现有
的元数据资源。从文献库中提走所需要的数字
化原件，对其移动和使用情况紧密跟踪，并记
录下各时期的存在形态和存放情况。应对脆弱
易损的原件，要事前进行评估预测，以尽量减
少数字化过程中文献实体受损情况的发生。

扫描技术人员应接受适当的培训，以确保
能安全地扫描原件。同时，图书馆工作人员需
要预估当前的书目元数据是否能满足读者的需
求。书目元数据应该是在同一个系统中，支持
用户的检索，并能够提供指向数字化替代品的
链接，和由数字化产品中得到的返回链接。编
目是创建馆藏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该通过相关
协议、描述水平和细节，以及用什么语言做出
判断。作为最低要求，要有与主目录语言相一
致的描述。为了参与到国家或国际项目中，使
更多的读者能获取这些数字馆藏，一般会增补
翻译成其他语言的版本，以满足广大用户的需
求。

5  启示
首先，国外古籍数字化标准建设相对比较

全面，值得借鉴参考。许多国家都有保存其国
家古老文献的习惯；历史因素的影响，许多国
家存储有大量中国的古籍资源。许多国家的数
字化程度、应用标准、数字化具体环节等方面
也存在差异。大部分国家是通过国际合作或部
分开发的策略，逐步完善数字化工作。其次，
古籍数字化标准从本质上来说，是有意识地对
古籍数字化整体工作的规范，包括横向、纵向
两个方面，不仅要考虑到标准化工作的全面性，
覆盖整个范围，还要考虑到标准工作的系统性，
对当前和潜在问题进行评估与规范；在一定条
件下对标准对象作出统一规定；考虑到多方面
的要求，要图书馆等机构协同参与标准的制定
与执行。同时，基于国外现已形成的标准体系，
构建我国古籍数字化标准体系。根据我国现有
标准体系，应从古籍数字化项目规划、古籍版
本选择、古籍数字资源生产、古籍数字资源保存、
古籍数字资源发布五个模块，分别面向古籍数
字化的各个环节，做到全面系统地指导与规范
古籍数字化工作。最后，实施我国古籍数字化
标准化体系的国家战略。在重点领域和优先事
项方面提出古籍项目规划与版本选择的标准规
范，形成数字资源发布、生产、保存的规范内
容；建立协调共建的保障机制，设立政府的监
督机构；促进国际化合作项目，形成标准化战
略；利用国家政策进行调控，培养专业性人才，
进行资金支持和制度支撑，力求从宏观的四个
层次上得出有利于我国古籍数字化标准化体系
实施和发展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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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记忆

作为一个北方人，在我 20 出头的年纪第
一次来成都，来之前也不记得给自己许下了什
么愿望，定下了什么目标，就这样轻轻松松的
来了，一如神经有些大条的我。没想过从河北
到成都中间会经历什么，没想过来了之后面临
着什么样的任务和压力，会邂逅谁，会错过谁，
就这样来了。从河北取道西安，多半个中国像
是天漏了一样，邯郸淹了，小寨淹了，南下的
火车停了，火车吱扭吱扭地走了 36 个小时，
一路上见到了延绵的山，遇到了奔腾的河，穿
过了数不清的隧道，唯独没有遇见你，因为那
列载着你与我相遇的火车停了，唯独停了有你
的那一列。

夏天的成都，像是个恋爱中的姑娘，时而
热情似火，炽热的爱要把大地点燃；时而娇羞
似花，与云彩一起玩耍；时而充满哀怨，一阵
风雨令天地动容。这就是成都，善变而又多彩。
新的环境并不像想象的那般华丽，甚至有些沧
桑，有些失落，幸亏有舍友兼挚友陪伴，共同
适应，一同努力，终于在来了近半个月之后，
有了属于自己的寝室。想想也真不易，在这个
我至今也并未完全适应的南国，能有一个人彼
此陪伴，也算幸运。如果是童话，是不是这样
就可以开启愉快的生活了。

可是，生活并不是童话，也许没有了一些
琐碎和繁杂，缺乏了压力和解决不完的问题，
就不是所谓的生活。不知道开题对于在读文字
的你来说，有没有经历，意味着什么。对于我
来说可能就是整个夏末和秋初吧，整整三个月，
从炎热到微凉；从散漫慵懒到情绪紧张到简直
崩溃，慢慢地积累了思路和知识，也积累了满
腹的委屈，终于在那一刻，遇见你的那一刻完

全释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委屈，只是觉得终于
快结束了，或许是终于遇见了你。

再次相遇，是在你的母校，那里有我最爱的
银杏和草坪，记得那是一个晴天，成都少有的晴
天。时间广场边的草坪上，赖着不想去图书馆准
备期中考试的少年，高等数学课本盖在脸上，也
许在向阳光妥协；年轻夫妇看着吹彩色泡泡的孩
子，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周末；弹着吉他的男孩哼
唱着杰伦的告白气球，塞纳河畔，左岸咖啡……
当然还有我们，遇见了，在这个秋末的成都，天
气晴。

时间不紧也不慢，除了银杏的叶子黄了，落
了，楼顶的小花园被拆了，一切还是一如既往。
只是在遇见的那一天，我们决定不分开了。那天
之后，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只是我们的生活轨
迹由平行变成了重合，自然而然地相遇，又自然
而然地延续，延续到看不到的尽头。你说我还年
轻，你也不老，所以我们不争朝夕，因为明天我
们依然会相遇。

那天是个晴天，我们在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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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文献情报中心 2015 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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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生请指教
李小呢

你爱养鱼，它们在并不宽敞的鱼缸里游来
游去，一圈又一圈，两圈三四圈，我问小鱼不
会觉得无聊吗？你却说小鱼只有 7 秒记忆，每
游一圈都是崭新的世界。

喔，自欺欺鱼。
我盯着鱼，一只叫红红，一只叫花花，它

们不讲规则的绕着假草假花转圈圈，每次相遇
都惊喜的碰碰嘴巴，

嘿，你好，我叫红红，你是谁？
我叫花花，很开心认识你。
七秒后再见。
鱼生总是如初见。
那天，你心神不宁的坐在桌前，红红死了，

花花还在转圈圈，偶尔花花游过红红身边，也
想不起这是自己很开心认识过的朋友，哎！晦

（责任编辑：吴朋民）

气。再游一圈，哎！晦气。不管游过多少圈，
花花也只会体验一次晦气的感觉，转头就忘。
你也懊恼一会儿，叹一句弃我去者不可留，果
断捞出红红。

花花的鱼生又圆满了。
据说傻红红一生都在思考自己吐没吐泡泡，

至于为什么要吐泡泡，废话，哪条鱼不吐泡泡。
红红吐一会儿，想，哎，我吐过泡泡了？好像
没有吧？不管了，再吐一次。如此循环往复。
终于红红吐了 7 秒泡泡，厌倦了，憋了 7 秒不
吐泡泡，死了。一条鱼，连泡泡都懒得吐了，
苟活无益。

你爱养鱼，是不是也羡慕这简单的鱼生，
烦恼忧愁抛诸脑后，纯粹豁达常伴此生。

我没问你，也无需再问。

20

温度生活 -鱼生请指教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我知道 
迟早会有这么一场雪
会着一身绒衣给单薄的大地
 
风儿是慌乱的梳头娘
一寸一寸 从发根到发梢
将车轮相伴的每一段四环
都打成时光的结

青鸟萤火  庄风梦落
这零下的银杏雨
这零下的约定
这零下的日子
确是如何也预料不得！

冬诗两则

零下

当梦醒了
揉揉惺忪的睡眼
灰暗不知何时竟消逝即去

一切都如雕塑般凝固
只有你自在地飞翔
只有你静静地微笑

经不住迷人的裙摆
从微笑的白玫瑰上，
采下冬天的歌谣。

故里的初雪
蓝幽幽的雪花
我想知道你们在诉说什么？

请告诉我
萤火虫可否变成星星？
星星又可否变成月亮？

初雪

段美珍

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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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黑处有什么，
也不知道明处。
我看不清这世界，
也拨不开这迷雾。

树长成天，
荆棘盘成地。
我不想抬头，
低头也是徒劳。

永夜熬成世纪，
该痛的也避无可避。
我听见这潮湿空气中的声息，
竟带着和我一样深浅的哭泣。

惊魂未定，
惊魂未定。
为这世道里一样的生命，
为这艰困中一样的宿命。

空荡荡的丛林里，
回响着哀戚的声音。
荆棘刺破脚底，
汩汩流出的血带着凉意。

我的朋友，
你在哪里。
我不敢迈步，
怕尖锐的脚步声惊扰了你。

我站在不知哪里，
聆听着你的呼嚎和肆意。
噤声屏息地听，
听得如此忘情。

这同伴的痛苦让我欢愉，
我甚至不需要知道它在哪里。
它竟给了我激情和动力，
和继续被刺伤的勇气。

我要走了，
留我的同伴在这里。
它可能身陷困境，
可能残破不已。
死亡已在它面前，
它将避无可避。
而我不是，
我仍能继续前行。

是的，我看见黑暗的边沿，
我看见光芒从缝隙中流泄。
我抬起浸满血泥的脚，
急切地迈向天堂的起点。

树长成天，
荆棘盘成地。
这是又一片黑暗森林，
森林中有着低沉的哭泣。

奇怪的是，
我居然看得清。
谁坐在荆棘上发出的这声音，
我走近。

它停止了哭泣，
它静静地坐在那里。
它转头，
我竟看到了我自己。

孔媛

我不知道黑处有什么

诗情画意—我不知道黑处有什么

（责任编辑：寇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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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

学子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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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栖湖研一学子参加
趣味运动赢获冠军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萧翔宇

2016 年 10 月 23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大学
趣味运动会如期在雁栖湖校区的操场举行。霜
降的雁栖湖畔，空气中略带一丝凉意，但这并
不能影响文献情报中心研一学子对运动的热情，
他们早早就来到了运动场备战。

八时三十分，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经
过主办方简单的介绍之后，同学们欣赏到了精
彩的舞蹈和武术表演。简短的开幕式结束后，
各项趣味比赛正式开始。无论在赛场的哪一个
角落都能看到研一学子们矫健的身影。

文献情报中心的学子们跟随经管学院，主
要参与了对对碰、袋鼠跳、十人十一足、拔河、
趣味接力等项目。在比赛过程中，凭借运动员
们的力量、灵活度，以及与经管学院的其他运
动员的通力合作，运动员们在对对碰、袋鼠跳

和十人十一足比赛都夺得最高分，虽然在其他
项目上未取得最佳成绩，但也都表现不俗。

经过一天的激烈比拼，经管学院以总分第
一雄踞榜首，成为了此次比赛的最大赢家。文
献情报中心 2016 级的同学们也为这一冠军的得
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向我们证明了人少不是
困难，团结凝聚就是力量。感谢每一位为集体
荣誉奋勇拼搏的健儿，感谢每一位在背后默默
支持的同学。今后我们每一位学子也将不负期
待，砥砺前行。

（责任编辑：苏娜平）

  重阳节敬老院活动
               ——“陪伴是最好的孝道”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肖奕

2016 年 10 月 7 日，借由重阳节的契机，
文献情报中心 2016 级的同学来到了怀北镇敬老
院，看望这里的爷爷奶奶，并陪伴他们度过了
一个愉快的下午。

下午一点半，志愿者带着提前分配好的物

资一齐向敬老院出发。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志愿
者们到达敬老院。

这是 2016 级研一学子们第一次来这个地
方，主要是陪爷爷奶奶聊天、一起唱歌扭秧歌、
打扫卫生。每逢佳节倍思亲，远方求学的我们



学子风采—重阳节敬老院活动

（责任编辑：苏娜平）

2016 级硕士组织参观“两弹一星”纪念馆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张晴晴

不能陪在自己的长辈身边过重阳节，志愿者们
就将这份相思之情寄托于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
身上。和院长简单交流后，志愿者们来到老人
们平时活动的房间。随后，志愿者分成两个小
组开始了活动。打扫卫生小组的同学，从院长
那里接过抹布后，到院子的洗水池里把抹布洗
干净。小伙伴们辛勤地把老人经常活动的区域
打扫了一番。有的同学擦窗户，有的同学擦走
廊扶手，有的同学给老人的餐厅擦桌子，认真
细致地把每个角落都打扫干净。另一组小伙伴
则来到老人平时娱乐的地方，和老人一起愉悦
地开展文娱活动。一位奶奶把锣鼓和舞扇拿了
出来，和志愿者们敲着锣、打着快板、舞着扇
子。两个年代的欢声笑语不断，也使得公共房
间里热闹非凡，一些老人忍不住从自己的房屋
里出来，志愿者们赶忙帮助腿脚不便的老人走
进公共房间，大家一起欢享热闹时光。打扫卫
生组的小伙伴在完成了任务后，也加入到陪老
人聊天、唱歌的活动中来。女生们给老人唱《常
回家看看》《小幸运》《相亲相爱一家人》等
温馨的歌曲，男生们则唱起了军歌，赢得爷爷
奶奶们的阵阵掌声。

由于进入深秋的北京刚下过一场雨，7 日

这天天气格外寒冷。小分队成员也一再提醒老
人要注意防寒，保重身体。看到热心的志愿者，
老人也忍不住唱起了自己平时的歌谣《东方红》。
小小的房间里到处都是老人和同学们的欢声笑
语。有的老人给志愿者们拉起了家常，讲自己
的往事，鼓励同学们在国科大要好好学习。同
学们则表示，自己会努力学习，未来回报社会，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活动即将结束时刻，大家把先前带来的
卡片拿了出来。在悉心问过老人对卡片样式和
颜色的喜好后，志愿者们分别给老人写了温暖
独特的祝福语。在临别之前，志愿者们和老人
拍照留念。在把椅子摆放整齐并扶着腿脚不便
的老人坐下来后，志愿者们和老人拍了一张留
下彼此笑脸和共同的记忆的合照。看着同学们
即将离开的身影，老人们依依不舍，和同学们
一一握手道别。尽管天气寒冷，天空下着小雨，
老人们还是把志愿者送到院子，表达了希望同
学们能常来敬老院的心愿。

此次敬老院之行不仅带给老人很多快乐，
而且带给同学们不少感悟。“陪伴是最好的孝
道”，希望更多的同学加入到这个有意义的活
动中，一起陪伴耄耋之龄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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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下午，文献情报中心 2016 级硕
士生党员参观了雁栖湖校区的“两弹一星”纪
念馆。“两弹一星”纪念馆是在国家火箭试验
基地旧址上建立起来的，不仅展现了我国科技
进步的历史，更让我们铭记老一辈科学家们的
呕心沥血。

在志愿者的耐心引导下，同学们有秩序的
参观了各个展厅，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技发
展情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馆内展出的每一张
图片背后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引发了大家的
深思。透过照片，大家仿佛看到了老一辈科学
家投身科研的坚定信念和决心，以及支撑他们
在科研的道路上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强大力
量。

此次参观活动让支部的每一位同学都更真
切地感受了科技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科技工作
的进步，也激励我们铭记这段历史，学习老一

辈科学家不畏艰难、淡泊名利、坚忍不拔的优
秀品质。最后，我们向参与“两弹一星”事业
的所有科技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责任编辑：苏娜平）



学子风采—感恩节系列活动

  “衔恩结爱 温情传递”
              ——感恩节系列活动圆满结束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吴晓凤 王欣蕊

2016 年 11 月 24 日，正值感恩节，文献情
报中心 2016 级硕士研究生及国科大其他学院的
学生共同参与了主题为 “街恩结爱”的活动，
旨在为西藏盲校的学生募集生活物资，写下寄
语卡片，送去温暖。

“因为爱”，所以用“感恩的心”伴随“爱
的翅膀”，“ 用爱点亮希望”，愿“和你一样”，
“ 爱因为在心中”……感人心脾的歌飘荡在校
园里，传递到同学们的心中。有爱的同学们纷
纷送来闲置衣物、文具、乐器、毛绒玩具等。
听闻能捐赠可再生资源快递纸盒以进行回收再
利用，有的同学把刚取来的快递带到活动现场
拆封，不放过任何一个感恩回馈大自然的机会。

同学们纷纷在纸上写下对藏区盲童的温暖
鼓励和美好祝福。一些同学也勇敢表达了对如

（责任编辑：苏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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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所拥有生活的感恩和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一位署名为“沐浴在同一片阳光下的美丽

姐姐”的爱心同学表示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
和西藏的孩子们聊聊天，分享心情。诚如她在
信中还写到：这个世界爱你们，生活爱你们，
我也爱你们！是的，我们与你们同在 !

不知不觉，现场活动已接近尾声，志愿者
们将募捐所得的物资进行打包整理。此次活动
募集所得的所有物资将邮寄给西藏盲校的学生，
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也将随着物资一起送给孩子
们！

衣帽鞋裤传温暖，文具书刊献知识，快递
纸盒享环保……，最美的话语，表达感恩节最
真诚的祝福！感谢老师同学们对活动的大力支
持与积极参与！



文献情报中心学子在国科大“一二·九
合唱比赛”中荣获二等奖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张鸿雁

2016 年 12 月 3 日，中国科学院大学纪念
“一二 • 九”学生运动大型合唱比赛在雁栖湖
校区东区的学生活动中心正式上演，21 个院 ( 系 ) 
代表队参加了此次大赛。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训练磨合，文献情报中
心 2016 级同学所在的经济管理学院合唱队第 7
个登场，合唱队队员身着蓝色军装，姑娘们英
姿飒爽，小伙们帅气挺拔。队员们上场站定后，
伴着舒缓的钢琴声，龙艺璇同学和韩小龙同学
激昂顿挫的朗诵为整个合唱表演拉开帷幕，将
听众带入到了印迹着中国工农红军不屈脊梁的
川西北草地，感受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英雄
气概。

指挥刘信腾轻挥双臂，同学们开始了对《大
会师》的动情演绎。廖哲文同学高高挥举工农

学子风采—一二·九合唱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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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旗帜，歌声时而气势昂扬，时而优美欢快，
中间还穿插着龚雅健同学清脆的鼓铃声伴奏。
动听嘹亮的歌声与整齐流畅的动作无不展现了
同学们平时苦练的娴熟和默契。合唱队员们将
这一传奇性的壮丽史诗演绎的气势磅礴，为合
唱演出画上了完美的句点，收获了全场的掌声。

感谢同学们为了这场合唱比赛的认真准备，
感谢张俊从老师和姜晓松老师为合唱训练付出
的心血，感谢指挥、伴奏以及同学们的不断付出。
最终，经管学院荣获一二·九合唱比赛二等奖。
希望同学们如朗诵中提到的那样——无所畏惧，
砥砺前行！

（责任编辑：苏娜平）



师兄师姐去哪儿了

工作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工作内容：主要承担学科分析与评估相关工作，同时为对口
学院提供数据支撑和信息检索培训服务。
研究生生活感悟：学、思、行。
建议：希望学弟学妹们能把握当下的时光，多学习、多思考、
多实践，同时注重锻炼，为迎接新生活做好充足的准备。

2013 级硕士 邓启平

工作单位及内容：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知识管理论坛》
编辑部编辑，西北大学讲师。
研究生感悟：感觉学习研究有三个阶段，概括为 3 个 L：
Learn（学习、追赶）、Lead（主导、引领）、Leap（超越、
放下）。研究生阶段就要从 learn 变为 lead，要自己去敢于
引领，并向 leap 迈进。
给师弟师妹一句话：快乐和幸福是第一生产力。

2013 级博士 王铮

工作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工作内容：主要从事医学领域信息分析与科研评价相关工作。
研究生感悟：时光易逝，且行且珍惜。
给师弟妹的一句话：保持学习的能力永远比学到的能力更重要。

工作单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研究生感悟：左手还在考博时，右手已过毕业季，工作之后，
方能感受学生的幸福。三年期间会遇到无法选题时的焦虑，
也会有论文被拒时的挫败，更有新研究思路出现时的激动，
论文发表后的开心。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饱含着老师无数
次的指导，都离不开同学的相互鼓励；每一段灿烂的光环下，
都有别人所不知的默默付出。
给师弟师妹的一句话：珍惜当下，憧憬未来，怀揣希望，脚
踏实地。

2012 级博士 范少萍

2013 级博士 张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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