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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院校图文信息中心对于优化大学生
信息素养的探讨
温静，杨继红*
山西中医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摘要：在知识信息成倍增长和高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医学信息知识发展和更新的速度更加迅速的
时代，信息素养已成为当代中医药大学生的必备素质。中医药院校图文信息中心拥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
源、结构优化的人才队伍、高效的自动化和网络化的技术、优美整洁的馆藏环境，为优化中医药大学生
信息素养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资源保证。
关键词：中医药院校；图文信息中心；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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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Effects of Picture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Optimiz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CM Students
WEN Jing, YANG Ji-hong*
(Sh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aiyuan Shanxi 030024,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in which knowledge information multiplies and develops rapidly, especially the era
that medical information knowledge develops and updates increasingly quickly, information literacy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quality of the contemporary student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icture and information
center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rich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talent team with optimized
structure, highly efficient automation and network technology, and graceful and neat holding environment,
which can provide strong guarante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CM students.
Key words: TCM college and university; picture and information center; information literacy
目前我们身处知识信息成倍增长和高速发展的

医药院校图文信息中心作为中医药大学信息的支柱，

时代，有效地把握和利用知识信息，对个体和社会的

收藏了国内外中医药学丰富的典藏文献资料，丰富的

发展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信息量激增，更

电子网络资源及高效的现代信息技术，责无旁贷地承

新速度不断加快，尤其医学信息知识发展和更新的速

担起信息素养的教育和推广任务，对于优化中医大学

度更加迅速。对于爆炸式增长的信息，如果不能快速、

生的信息素养有很大的作用。

准确地获取、处理和利用，将跟不上时代发展。面对

1

浩瀚的信息资源，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

1.1 信息素养的概念

信息素养概述

已成为当代大学生必备的素质。中医药信息素养也已

信息素养也称作信息素质，其概念是由美国信息

成为中医药大学生的一项重要的“知识与技能”。中

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于
1974 年首先提出，
“所有经过训练的在工作中善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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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资源的人称为具有信息素养的人，他们具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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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美国图书馆学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对信息素养的定义为，能够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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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需要信息，并且懂得如何去获取信息，如何
[2]

去评价和有效利用所需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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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外语知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知识、医学信息
源知识、医学信息检索工具知识、医学数据源知识等。

我国学术界的定义则是“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即

1.3.3

中医药学信息能力

包括中医药领域中信息

有效确定、搜寻和获取个人和组织需要信息的意识、

技术的应用能力、中医药信息获取能力、中医药信息

素质和能力”。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素养是人的

的处理分析能力、中医药信息评判能力和中医药信息

一种能力，一种品质。具备信息素养的中医药大学生

传播交流能力。即能及时发现和跟踪海量信息中与中

根据已掌握的知识，能敏锐地察觉信息需求，能进行

医药及相关学科的各种类型和形式的、潜在的信息源

相应的信息检索、评估，能合理、合法地运用信息，

及其更新信息，能利用各种方法、途径，快速、有效

有益于提高自身学习能力，增强自身竞争力，是终身

地搜集、整理、分析并处理信息，能从不同的角度对

学习的重要基础能力。

信息进行甄别、判断、概括、评价，能从特定的目标

1.2 信息素养的组成

和需求对信息进行管理和组织，用于学术交流、科研

信息素养主要由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

与实践、临床决策等方面，来解决实际问题。

三方面构成。⑴信息意识指对信息敏锐的感受力、判

1.3.4

中医药学信息道德

包括遵守信息社会道德

断力和洞察力，以及捕捉、反馈、分析、判断与吸收信

规范和法律法规、自觉抵制不良信息、不侵犯他人知

息的自觉程度，即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人们对自然界和

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及隐私权、不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犯

社会中各种现象、行为、理论观点等信息的理解、感受

罪活动等。

和评价。⑵信息能力指运用有效的方法，迅速、准确

2

而全面地获取所需信息的能力，包括对信息的认知、

养教育优势

获取、处理、利用和交流等多种能力，是信息素养的核

2.1 信息资源及环境优势

心。⑶信息道德指在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传播和

2.1.1

利用等各个环节中，用于规范相互关系间产生的各种社

要求及师生对图书的要求，我校图文信息中心每年都

会关系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的总和。

购进大量图书、期刊、报纸等，以及搜集购买与中医

1.3 中医药学的信息素养

药有关的古籍或有价值的纸质文献，丰富中医药馆藏

中医药院校图文信息中心进行中医大学生信息素

优化图书信息资源

为满足不断提高的教学

2007 年发布的《中国•本科中医学教育标准》中

资源；为突出中医药专业特点，使图书信息资源更加

包括中医学本科毕业生应达到的基本要求之技能中

集中化和系统化，在馆藏布局上调整，设立中医药书

指出，中医学本科毕业生应“具有利用图书馆和计算

库，按照中图法进行细致分类。随着学科领域的不断

机、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研究医学问题及获取新知识

扩大深入，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在图书分类上根

与相关信息的能力”
；
“具有阅读中医药古典医籍以及

据自身情况适当调整，突出中医药学的专业性，并适

搜集、整理、分析临床医案和医学相关文献能力”；

应学科发展和教学使用；为方便师生阅览，在各书架

“具有运用一门外语查阅医学文献和进行国际交流初

上做好导读卡，引导学生科学有效地查阅；同时营造

步能力”
。该要求突出了中医药特色资源“中医古典

安静整洁良好的学习环境，并设立个人研究厢，为学

医籍”在中医药学科信息素养教育中的重要性。中医

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药学信息素养不仅要满足信息素养的基本要求，还应

2.1.2

符合中医药学科自身专业特色及发展需求。参考国内

息中心通常是学校自动化、网络化研究与应用中心，

外对信息素养的界定，结合中医药学信息的独特性，

可借助丰富的馆藏信息资源存储和现代信息技术向

[3]

丰富电子网络信息资源

中医药高校图文信

现将中医药学信息素养的内涵概括为以下 4 个方面 。

学生提供各种文献信息服务。开设电子阅览室，加强

1.3.1

数字图文信息中心建设，建立校园网，积极引进电子

中医药学信息意识

中医药大学生应该认识

到中医药信息的重要作用，自觉地关注中医药学科或

载体文献，多媒体教学辅助系统，计算机网络资源，

中药、针灸等专业领域及其相关学科的专业信息、发

扩大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购置或建立各类型数据库，

展动态和前沿信息、法规政策等。在处理医疗和临床

尤其是中医药专业数据库，如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问题时能够正确地应用信息，明确自己的信息需求，

中国医院知识总库（CHKD）的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医

对信息的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

药）、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
、维普期刊全

1.3.2 中医药学信息知识

文数据库、中医药在线、医知网外文医学期刊引文数

包括中医药学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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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鉴别加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造能力 。

图书、超星电子视频库、中华数字书苑、新东方多媒

除此之外，图文信息中心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

体学习库等。以及各类型的特色数据库，如地方志数

富的各项活动，如在“世界读书日”进行“大家一起

据库、中医文献数据库、学科数据库、考研互动精品

来读书”的活动，积极开展使用移动数字图书馆，可

课程库等等。

以随时随地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通过各种方式吸引

2.1.3

建立学习共享空间

目前中医药学院的图文

更多的师生参与到图文信息中心组织的活动中来，教

信息中心正在全力构建学习共享空间，高校图文信息

会他们利用现代发达的工具进行学习和交流，以提高

中心的信息共享空间通过有效地整合资源、技术和服

其信息素养意识。

务，可以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环境，组织学生自主

2.3 信息技术和人才优势

学习的行为，用于培育中医药大学生信息素养，突出

中医药高校图文信息中心具备先进的技术手段

知识管理和知识创造能力，强调中医药学习过程体验

和完善的服务设施，能为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提供技

和协作等，形成学习、研究和交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术保障。优化的网络合作和资源共享，使信息检索活

的一站式服务的学习环境。中医药是一门实践性极强

动达到最大的效果，同时向大学生展现最大的魅力，

的学科，许多临床经验和诊治技术难以表述，具有高

从而激发出学生自身的兴趣。图文信息中心作为校园

度的经验性和技巧性，常需要通过言传身教或亲身体

网的主要成员，是教育科研网的骨干节点，具有先进

验，并结合长期的临床实践才可以掌握。其学习过程

技术设备和丰富的数据库资源，计算机及其附属设备

强调：积累和领悟中医经典及传统文化，总结临床经

在高校图文信息中心的普遍使用，使得其现代化的管

验，重视实践体验。中医药学习共享空间的构建可以

理服务水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效，先进的技术资源

使学生亲身体验不同类型的资源、平台等现代化工具

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是信息素养教育的可靠保证。

的辅助学习方式，并能实现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

中医药高校图文信息中心拥有实践经验丰富、信

学生与科研人员、学生与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之间面

息素养较高的工作人员队伍，不但要求有基本的图书

对面的交流与沟通，从而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兴趣，逐

情报专业知识、教师专业素养，还要求知识面宽广、

[4]

[7]

步完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推动学习和科研的创新 。

知识结构合理，他们是信息活动的主要力量 。不仅

2.2 开展全方位的信息素养教育

要具备有长期的信息搜集、加工、处理和组织利用的实

定期开展学生入馆教育，参观图文信息中心，介绍

践经验，还要来自图书情报专业、中医药学专业、计算

图文信息中心的功能、服务情况，以及中医药纸质书籍、

机的专业人员，经过培训成为复合型人才，具有较强

期刊馆藏布局，电子资源、各种数据库与信息服务等，

的信息意识和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及创造信息的能力，

帮助学生尽快了解和利用有效资源。定时举办专题讲座， 能够针对师生不同的信息需求，提供不同层次信息服
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士，开展主题讲座，普及中医药知识，

务，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迅速获取所需的有

传递医学信息，介绍中医药某一领域的现状和发展动

效信息。对学生进行信息素养教育，在每一个工作环

态。举办常规性数据库讲座，详细介绍各类数据库的

节中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将信息素养教育渗透到学生

结构特色和使用方法，促进师生应用数据库资源，可

信息需求的全过程，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

以随时了解国内外中医药领域的动态，及时收集有用

3

[5]

的中医药信息，增强师生信息素养意识 。

小结
图文信息中心作为高等院校办学的支柱之一，肩

开设文献信息检索课，讲授信息检索的基本知识

负着为教学科研服务的重任，而高校图文信息中心的

与技能，应用理论及计算机使用相结合的方法，培养

基本职能就是教育职能——信息素质教育职能。中医

学生利用电子网络期刊、图书和中医药专业常用参考

药院校的图文信息中心应形成以中西医、药学与生物

工具书的能力，同时与中医药专业合作开展嵌入式信

医学为重点，印刷型实体文献资源和网络电子信息资

息素养教育，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更大程度地调

源并重的馆藏格局，构建成适应中医药教学、科研与

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指导学生从中医药有关课题

临床需求的多学科、多形式、多载体的文献保障体系。

入手，分析专业主题，选择合适的检索工具，确定有

同时拥有结构优化的人才队伍、高效的自动化和网络

效的检索策略，帮助学生从大量的错综纷乱的文献中， 化技术、优美整洁的馆藏环境。图文信息中心为大学
获取最新、最有实用价值的信息，并对文献信息进行分

生提供的信息素养教育保障，有助于学生汲取丰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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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课程的
教材建设与特色
龙全江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中药及中药制药技术专业高职教育现状，分析高职院校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课
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探讨高职院校《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教材建设与特色。该教材建设应体现出校企
合作的开发机制，体现出最新的职业教育理念，在采收加工典型工作任务分析的基础上设计教学内容，
建立项目导入、任务驱动的教材结构模式。以此而建设的《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教材具有鲜明的高职
教育特色，能很好地满足高职教育教学需要。
关键词：高职院校；
《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教材建设；教材特色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5.02.016
Discussion on Textbook Construction and Features of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TCM
Medicinal Herbs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ONG Quan-jiang
(Anhu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uhu Anhui 241002,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situation in TCM and TCM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eaching of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TCM Medicinal Herbs Course, discussed the construction and features of textbook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TCM Medicinal Herbs. This textbook should embody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up-to-date vocational educational ideas. It
should design teaching contents based on analysis of typical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tasks, and build up the
textbook structure mode with the features of project lead-in and task-driven. Therefore,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TCM Medicinal Herbs is with typic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al features, and can
meet the teaching demand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TCM Medicinal Herbs;
textbook construction; textbook feature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人才项目（皖教秘人〔2013〕189）
；安徽省高职高专省级专业带头人专项（教人秘〔2009〕106）
作者简介：龙全江，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药材加工、炮制。E-mail: longqj2011@sina.com

又不断更新的信息资源，这一资源优势是高校其他部
门无法比拟的。

学杂志,2014,35(7):65-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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