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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创建大学生跨学科阅读模式研究
朱学梅
河北中医学院图书馆，河北 石家庄 050200
摘要：本文以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为起点，以高校跨学科教育变革和实践为背景，指出跨学科阅读
对大学生读者的重要意义，以及高校图书馆在培养大学生读者跨学科阅读中肩负的责任。并针对当前大
学生读者的阅读弊端，进一步提出高校图书馆创建大学生读者跨学科阅读模式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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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stablishing Interdisciplinary Reading Mode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ZHU Xue-mei
(Library of He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hijiazhuang Hebei 0502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interdiscipline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s as starting point, and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reform and practice in universities as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pointed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disciplinary reading for university student reader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libraries have to cultivate their
interdisciplinary reading ability. In addition, it further proposed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libraries to establish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ading mode for university student readers, as response to their current read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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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适应社会对新型复合型人才及解决综

语，即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y）和跨学科研究，

合性科学问题的需要，世界各国高校和科研团队兴起

指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

了跨学科教育和跨学科学术研究的浪潮。作为大学的

整合性研究，用一门或几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其他科

文献信息中心，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其在跨学科教

学，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从不同的学科

育和跨学科学术研究中的作用，提倡和创建跨学科阅

视角、用不同的学科研究方法对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

读模式和服务，这是对提升自身价值、开展服务创新

综合研究 。

的有益尝试。

[1]

实践证明，仅凭单一知识思考问题已经无法解释

1 概述

或找到问题解决的途径。跨学科研究是当代学术发展

1.1 跨学科和跨学科研究

的基本趋势，已导致许多新兴学科出现，如计算生物

20 世纪 50 年代起，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

学、生物物理学、生态经济学等。跨学科研究为不同

为克服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分工日趋

的学科和研究领域架起了联系的桥梁，有助于集中各

精密、各专门科学发展缺乏相互联系导致的学科发展

方面的研究力量去研究和解决综合性问题，可以使相

难有战略性突破的瓶颈，相继出现了以广泛的学科为

关学科在研究宽度、深度和速度方面相互促进。因此，

基础，甚至涉及所有科学的边缘科学、综合科学和横

跨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在人类科学认识和研究中占有

断科学的研究思想，即交叉学科的研究思想，认为人

重要地位，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已引起世界

类的知识和科学认识是一个连续的、有机的整体。这

各国的重视。

些科学研究思想的广泛传播和不断实践推动了现代

1.2 高校跨学科教育的变革与实践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人们对交

跨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叉学科的关注和不断实践，逐渐使用了更为形象的术

及其发展趋势，决定了跨学科教育和研究在高校教育
和科研中的重要地位。由于跨学科教育要求学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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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掌握多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因而对提高学生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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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要，早已成为世界各国大学教学改革的重要

进不同学科知识交融与综合应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方向。

的方法和解决综合问题的能力。跨学科阅读是获取学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普遍进行了本科

习资源、充实学习内容、寻找学习方法、了解不同学

生的课程改革，以整体知识观为指导，广泛采用了跨

科发展现状和研究方法等的重要途径，是进行跨学科

学科教学和研究模式。2000 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

学习的必要手段。

的专业目录中增设了交叉专业，在跨学科交叉中有

2.2 高校大学生跨学科阅读现状

25 个学科群设置了跨学科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

当前大学生对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利用率很不理

美国各大学普遍设置了跨人文与自然科学、人文与社

想。大部分大学生在阅读文献方面，或专注于自己专

会科学、人文与技术科学等新学科与综合课程。英国

业学科和考试类的文献阅读，或专注于文学读物和休

则将传统的单科学院教学改变为由多个学院形成某

闲娱乐类文献的阅读等。唐淑香等 对湖南省 8 所高

大类学科群的综合课程教学，有利于学生接受较全面

校大学生课外阅读情况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

的教育。日本通过国立大学的联合办学来促进跨学科

487 份，其中“你最喜欢阅读的书刊类别”中，文艺

[3]

的教学与研究，此外还通过设置综合性的跨学科课程， 小说类最高（27.7%），其次是人文社科类（23.0%）
[2]

构建跨学科的课程体系，加强创新人才培养 。

[4]

和专业类（15.8%）。龚花萍等 对我国北部、东部、

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高校的跨学科教育。教育部

中部、南部、西南部五大区域内有代表性的部分高校

2001 年发布的《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

大学生的阅读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五成的

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就曾提出，有条件

大学生通常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其次是时尚娱乐休闲

的高校应“打破学科壁垒”
，
“积极开展跨学科设置本

类（39.4%）和专业相关书籍（28.2%），而自然科学

科专业的实验试点，整合不同学科专业的教学内容，

和社会科学仅分别为 21.2%和 17.0%。王建军 对上

构建教学新体系”
。为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复合型人才

海 10 所高校大学生的阅读现状进行了抽样调查，结

的需求，各高校积极尝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最初只

果显示，在阅读内容方面，65.0%的大学生阅读范围

有几所高校在研究生教育中设置跨学科专业，目前各

为文学艺术类图书，47.2%的大学生阅读范围为生活

大学纷纷在本科生阶段就设置跨学科专业，跨学科专

娱乐类，专业教辅类和自然科学类图书分别为 39.4%

业成为了就业市场的热门专业。如清华大学、北京交

和 31.0%。

[5]

通大学、天津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开设的融

由此可见，众多大学生读者专注于阅读文学艺术

合了工程学、生物学和医学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武

和休闲娱乐类、专业学科、考试学科类读物，而没有

汉大学、吉林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开设的融合了地

认识到开展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阅读的

理学、地图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地理信息系统专

重要性，阅读现状令人堪忧。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各

业，南京审计学院、云南财经大学、渤海大学等开设

大学跨学科课程还相对较少，尤其是本科生的跨学科

的融合了会计学、审计学、法学、侦查学和犯罪学的

课程设置尚处于起步阶段；二是图书馆缺乏以跨学科

法务会计专业等。可见，发展跨学科教育，培养全面

阅读为主题的阅读宣传和引导活动，学生完全凭个人

发展的创新性复合型人才，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

兴趣或专业所需进行阅读。

然趋势。

2.3 高校图书馆对推动大学生跨学科阅读肩负重责

2

跨学科阅读

2.1 跨学科阅读的意义

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大学生的
第二课堂，是大学生读者获取文献信息资源、参与广

鲁迅先生曾经建议青年跨专业广泛阅读，“学理

泛阅读的重要部门，担负着重要的教育职能。进入

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

21 世纪以来，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使高校图书

看别人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

馆的文献资源、服务方式、硬件环境、信息环境以及

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更深的了解。
”跨学科教育从

面对的读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高校图书馆发展

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是如何进行专业设置、课程设计，

并不均衡，读者情况各异，但综合来看，文献资源的

采取何种教学方法等；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其实

丰富程度，服务方式和平台的多样化，硬件环境的改

质就是博览群书，进行跨学科学习和跨学科阅读。跨

善等均为图书馆提供跨学科服务创造了物质条件和

学科学习有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和思维空间，促

技术条件。而且在新技术造就的新信息环境下成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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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新一代大学生具有一定的信息素养水平，有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对整体知识观和跨学科阅读的宣传不

进行跨学科阅读与学习，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和启发。

可能一蹴而就，仅通过几次活动不可能达到效果，图

因此，作为学校的重要教学辅助部门，高等院校图书

书馆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树立“立足实践，

馆有责任、有条件利用自身优势，采取各种措施，让

理念先行”的观念，只有大学生树立了整体知识观，

大学生读者逐渐认识到跨学科阅读的重要性和紧迫

认识到跨学科阅读的重要性，才会有阅读需求，才能

性，提高其跨学科阅读的兴趣，积极创建和推广基于

推动图书馆跨学科阅读模式后续工作的展开。

跨学科理念的阅读模式，为高校开展跨学科教育和研

3.2 完善馆藏资源建设，充实跨学科阅读资源

究、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助力。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建设主要满足

3 高校图书馆创建大学生跨学科阅读模式的措施

教学和科研所需，而在教学类文献和研究性文献采购

3.1 加强宣传，提高读者对跨学科阅读理念的认识

中，受经费所限，很多图书馆又以研究性文献（尤其

要使大学生读者逐渐认识到跨学科阅读的重要

是外文科研文献）和重点学科文献建设为主，基础性

性，图书馆应首先加强宣传，通过各种途径让大学生

的教学类文献为辅。目前只有部分高校开设了研究生

了解并逐步确立整体知识观。一旦整体知识观深入人

的跨学科课程，本科生跨学科课程还处在起步和试验

心，即可水到渠成的推动跨学科阅读。所谓整体知识

阶段。因此，对大部分高校图书馆而言，跨学科文献

观，即认为全部知识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可以整合为

资源建设未被真正重视，在文献资源建设体系中还难

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20 世纪 80～90 年代，美国一

觅其踪。鉴于此，进行跨学科阅读的文献资源建设可

些有远见的高等教育家，针对美国本科教育存在的问

从以下方面进行。

题，结合未来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整体知识观的课

首先，对于已开设跨学科课程的专业，可以围绕

程思想，主张本科教育应该是一种完整的教育；本科

已开设的课程与教学部门充分沟通后再进行文献采

教育内容应打破学科壁垒，建立起知识之间的联系，

访工作，这一部分资源建设相对容易；对于没有开设

克服知识碎片化，尽可能系统、连贯并形成一个整体，

跨学科课程的专业，可通过对国内外跨学科课程设置

帮助学生构建起完整的知识体系，使学生在掌握专业

的研究，了解相关跨学科阅读文献的组成和变化来制

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又具有宽广的人生视野、创新意

定相应的文献采集策略。同时要努力取得学校领导的

识、思辨与表达能力及独立成熟的人格，能以全面的

支持，加强与各个院系的沟通，征求教师的意见和建

[6]

观点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 ，从而在毕业后能成功和

议，建有学科馆员制度的图书馆要让学科馆员也参与

满意的生活。

进来。第二，可根据社会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进

高校图书馆要从新生入馆教育的第一堂课就开

行相关文献采集。现代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已不仅是

始加入整体知识观和跨学科阅读宣传内容，让大学生

拥有专业知识，还要具备分析能力、创造力、沟通能

在第一次接触图书馆时就对其有总体了解。实践中还

力、商务与管理能力、伦理道德和终身学习能力等，

可从大学生感兴趣的主题入手，如“整体知识观对于

这就要求学工科的大学生要阅读管理类和哲学类书

大学生就业的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业是

籍；学文科的大学生也要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来提

大学生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图书馆可据此开展系列

高自身的科学素养和思维深度。图书馆在进行文献采

读书活动、宣传活动和讲座，借此宣传整体知识观和

访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采集能够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跨学科阅读。此外，图书馆还要和相关教学部门紧密

的文献。第三，要加强高校图书馆间和其他机构间的

合作，在教学中宣讲跨学科阅读的好处，同时嵌入图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充分利用好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

书馆相关服务。根据大学生的特点，还可通过微信、

积极参加区域图书馆联盟，以弥补馆藏文献资源不足。

短信、社交网络等平台，举办一些大学生喜闻乐见的、

第四，重视对已有资源的深度开发和揭示，提高资源

与生活学习密切相关的线上活动进行阅读推荐、导读

利用率。

和宣传。有条件的图书馆可定期统计大学生借阅图书

总之，在跨学科文献资源建设中，以上几个方面

和阅读电子文献的情况，对阅读内容的变化进行调查

要相辅相成，同时进行，既要有学校领导和院系的支

分析，适时调整宣传策略。总之，图书馆的阅读宣传

持和理解，还要发挥图书馆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要贴合大学生的实际需要，注重活动质量、活动规模

坚持不懈，才能真正建设好适合大学生读者的跨学科

以及宣传活动的持续性，才能激发大学生的参与兴趣。 阅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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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优化工作人员知识结构，提升跨学科阅读服务

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图书馆领导

图书馆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热爱图书馆事

和中层干部做起，要先于读者树立整体知识观，才能

业，有爱岗敬业精神，热爱大学生读者，期望为读者

建设好全员学习、充满活力的优秀服务团队。

提供高质量的阅读服务，用自己的知识引导他们在大

跨学科教育尤其是大学本科生的跨学科教育在

学阶段健康成长。只有这样，馆员才能保持长久的工

我国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图书馆的跨学科阅读模式

作热情，才能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学习，并在服务中不

建立也还处在不断地探索中，因此，整体知识观和跨

断提高自己。

学科阅读的宣传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各方面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过，图书馆员应该是“信息

对跨学科教育和跨学科阅读的认识提高了，才能推动

专家和信息工程师，是信息系统的建设者，也是信息

后续工作的顺利展开。

使用的向导和顾问”
。要成为能够提供跨学科阅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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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信息专家，图书馆员需具备广博的知识和高水平
的信息素养，而不只是满足于“借借还还”或仅了解
[7]

结语
跨学科教育是高校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提供

跨学科阅读服务则是高校图书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

本馆馆藏文献等。用“T 型人才说” 解释，图书馆

突显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学校的文献信

员应具备如下技能。⑴要有精深的图书情报学专业的

息中心和重要的教学辅助部门，高校图书馆要重视

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积累，这是开展业务工作的基

培养大学生读者跨学科阅读理念的建立和发展，使

础；⑵要有广博的知识，即具有广泛的一般性知识修

大学生读者在大学学习期间，充分认识到跨学科阅

养，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知识

读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跨学科阅读，以使其在今

等，这是对读者进行跨学科阅读指导能力的知识基础； 后的阅读活动中不断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知识体系，
⑶要有相关的有利于业务工作开展的补充性知识，包

增强自身综合素质，为顺利进入社会、适应社会发

括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这是掌握了解读者、

展打下坚实基础。

融入读者、熟悉读者的服务技能所必备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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