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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针对文献检索课实践与专业课题相结合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分别从专业课题的搜集、
改变教学模式、合理组织与实施实践教学、积极主动服务校学科团队等环节设计教学改革，总结了制约
文献检索课实践与专业课题两者结合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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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Teaching Model of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Practice and Profession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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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significance of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practice and
professional projects, designed teaching reform from the aspects of searching professional projects, changing
teaching models, rationally organizing and conducting practice teaching, actively offering services for university
subject teams, and concluded the factors restricting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practice and profession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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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课作为一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及科学

骤，都紧密结合课题进行练习，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研究素质的方法学课程、工具课程，是大学生信息

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际应用中收获文献检索实

[1]

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 ，也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
[2]

践课的教学效果。

结合的课程 。福建农林大学把文献检索课作为一

1 意义

门公共课（其中理论课 16 学时，实践课 14 学时）
，

1.1 提高学生实践操作兴趣

在大三阶段开设。文献检索课讲授的内容多而学时

文献需求是文献检索的驱动力 [3] 。文献检索课

少，要充分利用实践环节，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

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对文献信息需求不足，

性，达到教学目标。本文对文献检索课的实践教学

觉得文献检索课枯燥无味，学无所用，从而缺乏上

模式改革进行分析，在实践教学中结合专业课题进

文献检索课的积极性。而学生对文献信息的需求与

行讲解，并要求学生拟定与专业相关的课题。从主

兴趣，都与其所学的专业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文献

题分析、主题概念的抽取、扩展主题概念、隐含概

检索课的实践教学与专业课题相结合，从文献信息

念抽取、检索词确定、制定检索策略、检索策略调

需求着手，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调动其主动学习

整、文献相关性判读、文献分析利用等每一个步

的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
1.2 体现文献检索课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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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部分学生也已经有了毕业论文的研究课题。

的任务驱动教学模式 [7] 。以专业课题为载体设计文

此时开设文献检索课，正是实践与专业课题相结合

献检索课实践教学活动，实践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

的最好契机。这不仅能够体现本课程实用性的特

获得具有实际价值的检索报告。这一点体现了新教

点，而且对于培养实用型人才，提高学生科研能力

学模式的实践观，即把实践理解为过程与结果的统

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体，实践只有指向获得具体结果才有意义，才能

1.3 突出文献检索课的重点

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目的。而传统的实践教学

文献检索实践课教学的重点在于对检索策略制

往往把过程与结果分割开来，把实践理解为技能的

订的分析，而难点则在于检索词的提炼。在文献检

反复训练。

索课实践教学中，常常苦于缺乏好的相关专业的检

2.4 合理组织与实施实践教学

索实例，以致检索策略的制定、检索词的提炼，无

文献检索课实践与专业课题的结合贯穿整个实

法针对专业选题讲解。只能通篇一律，泛泛讲解。

践教学全程。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讲授相应学科

若能与相关专业课题相结合，通过针对性的专业案

文献资源的特色和检索技巧，尤其是学科特点明显

例讲解，既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教学重点，也有利

的数据库检索系统要讲深、讲透。选取与学生所学

于教师将教学重点与难点讲深、讲透。

专业相关的案例进行讲解和演示。结合具体学科课

1.4 提高文献信息的分析利用能力

题案例，可以激发学生的检索兴趣，培养学生分析

科学研究的过程，也是检索信息与信息的分析
[5]

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利用相结合的过程 ，在文献检索课实践与专业课

2.5 走出课堂，拓展文献检索课实践教学的内涵

题相结合的实施过程中，锻炼了学生对于文献信息

2.5.1

的评价和利用的能力。

师与专业课教师之间进行交流，可以互相学习和吸

2 实施措施

取教学经验，开阔思路。文献检索课教师虽然具备

2.1 补充专业知识，搜集专业课题

某种学科背景，但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远不如专业课

深入学院，与专业教师合作

文献检索课教

作为文献检索课教师，在知识结构上，除了要

教师。专业课教师大都承担着科研课题，有着丰富

具备丰富的文献检索理论和实际操作经验，还应了

的科研经验，文献检索课教师可以主动为专业教师

解我校所设置的专业的学科知识，搜集相关专业的

提供开题文献调研、定题跟踪服务、课题查新服务

课题。进行专业知识充电和搜集专业课题的途径有

等。主动配合专业教师的教学工作，帮助指导学生

5 条：⑴去相关专业院系听课，搜集专业教师的科

完成专业教师布置的课程论文、课程设计等。逐渐

研课题或布置给学生的毕业论文题目，作为文献检

让专业教师认同文献检索的重要性，并体会到开展

索课的教学案例。⑵参加专业学术交流会和研讨

合作对自身科研、教学工作的促进作用。

会，了解最新的学术信息和发展趋势。⑶参与专业

2.5.2

教师科研小组，联合申报科研课题。在课题申报过

的有机融合

程中，既发挥了文献检索的特长，同时也充实了专

集和整理团队的科研资料，渐渐融入学科团队。让

业知识。⑷承担课题查新工作，接触各类专业课

团队教师感觉到学科服务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一

题。⑸兼做学科馆员，有利于时时跟踪学科进展。

个帮助查找资料的助手，让学科团队在合作中有所

2.2 利用专业资源

收获。当然，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服务方式、方
[6]

文献信息资源是文献检索实践课的基本保证 。

积极主动服务校学科团队，实践教学与专业
主动参与并服务校学科创新团队，搜

法既有差别，又有共性，要不断摸索，总结经验，

教师必须对专业文献信息资源的收藏、分布、特

让文献检索课实践与专业实现有机的融合。

点、检索利用等做到了如指掌，这样才能熟练讲解

3 制约因素

专业案例。实践操作所用到的文献信息资源主要依

在文献检索课实践与专业课题相结合教学改革

赖本校资源，除了要熟练掌握检索技巧外，还需从

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影响新教学模式

学科、专业、主题等角度对资源进行分析评价。此

的实施。

外，还要引导学生充分利用互联网免费学术资源。

3.1 开课时间

2.3 改变教学模式
实践操作教学阶段主要确立以“学生”为中心

应取得院校教务部门对文献检索课开课时间安
排的支持，对文献检索课开课时间安排尽量合理，

• 64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pr. 2017

Vol. 41

No. 2

最好安排在大学高年级阶段。因为，低年级学生对

的信息素养（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

专业课程涉入较浅，专业知识非常薄弱，还未涉足

力、信息道德），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专业课题，给专业文献判读与综合分析利用会带来

和团结协作能力，提高了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

一定的障碍。

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形成初步的科研意识，开发

3.2 与专业教师的合作

了学生的科研潜能。改革后的文献检索课教学模式

由于专业教师肩负科研、教学双重担子，职称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评聘、绩效考核、学术地位的确立主要依赖于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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