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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服务模式比较研究
李大莉
黑龙江工程学院图书馆，黑龙江 哈尔滨 150050
摘要：高校图书馆为创新创业教育服务提供物质基础、信息素养培养及交流平台。在支持创新创业
教育服务实践过程中，由于各高校图书馆理念不同、指导方法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服务模式，目前常见
的有强化意识模式、注重经验模式、系统思考模式，文章从师资力量与馆员队伍建设、开设课程、教学
方法角度对 3 种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提出了扩大宣传、提高高校图书馆支持创新创业教育影响力，
注重市场引导、减少政治干预，加强模式整合力度、创新服务方式三点启示，以期推动高校图书馆支持
创新创业教育服务模式的完善与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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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Support of Service Mod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LI Da-li
(Library of Heilongji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50, China)
Abstract: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vide material basis, information literacy training an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ervices. In the process of suppor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ervices, different service modes have emerged due to different
concepts and different guiding method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fferent service modes have
emerged. At present, there are common reinforcement awareness modes, emphasis on experience modes, and
system thinking modes. The articl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three mod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aculty,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ian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urses,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proposed three points of enlightenment: expanding publicity and improving the influence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uppor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focusing on market guidance and
reducing political interference, strengthening mode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ng service methods,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service mod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uppor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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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型人才成为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
[1]

教育方式，提高受教者的创新创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要资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高校图

而开展的活动实践，是适应图书馆自身发展和推动

书馆作为重要的文化服务机构，具有丰富的馆藏资

社会进步的教育理念。由于各高校的服务方式和课

源和先进的技术平台，有责任和义务支持我国的创

程设置不同，产生了多种图书馆支持创新创业教育

新事业发展。高校图书馆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服务是

的服务模式，本文对其进行比较和研究，以期推动

指高校图书馆落实创新创造的思维理念，通过课程

高校图书馆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服务。
1 高校图书馆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服务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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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具有良好的物质基础，丰富的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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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及人力资源，有利于提高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素

冒险思维、进取思维来完成。这种强化意识的模式

养，为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开放交流平台。

最早由百森商学院提出并践行 [4] ，如今得到各个国

1.1

家和地区高校图书馆的认可，成为一种常见模式。

高校图书馆为创新创业教育服务提供良好的物

质基础

2.2 注重经验模式

高校图书馆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服务具有良好的

与强化意识模式不同，注重经验模式更加强调

物质基础，首先，馆藏资源丰富，高校图书馆是服

行动的重要性。这种模式的倡导者认为，创新创业

务于师生的重要的文化机构，收藏了大量的馆藏资

精神是要在具体的行动过程中养成的，学生如果大

源，还有符合高校学科特点和科研活动特点的特色

量地参与到创新创业行动中来，那么自然会形成能

资源库，这就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保障。其次，

动创新的思维，没有必要特别为创新精神的培养单

设施设备先进，高校图书馆不仅具备基本的服务设

独开设课程 [5] 。采用注重经验模式的高校图书馆，

施，还会根据师生需要引进先进的设施，例如，在

往往倾向于开设让学生动起来的实操课程，例如创

电子阅览室，读者可以掌握电脑、ipad、阅读一体

客课程、市场调研课程等，使学生参与到创新创业

机、数字阅读器等操作方法，部分高校还购买了先

过程中，积累丰富的经验。

[2]

进的 3D 打印机、创客设备等 。
1.2 高校图书馆提高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素养

2.3 系统思考模式
高校图书馆上述两种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进步，在数字

都侧重强调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某一个方面。斯坦

化时代，信息资源是重要的财富，谁掌握的信息

福大学提出，高校图书馆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意识

多、获取信息速度快，谁就掌握着先机，而高校图

的引领和经验的积累缺一不可，并进一步提出要充

书馆恰好就汇聚了领先信息，可以培养读者的信息

分发挥高校图书馆的学科优势，学生不仅要从行动

意识，规范读者的信息获取行为，帮助读者养成使

者的角度去掌握创新创业的具体本领，还要从决策

用信息资源的习惯。创新创业需要大量信息资源的

者的角度学会统筹规划创新创业的环节流程，综合

支撑，从宏观上说，创新创业者需要掌握该领域的

学科特点和外部环境因素，提出适合自身的创新创

发展情况和动态，从中挖掘创新点、寻找空白区

业计划，这种计划往往是特色鲜明的，是个人思考

域，以决定创新创业方向；从微观来看，创新创业

的产物[6]。因此，采用系统思考模式的图书馆大多开

者要学会与人交流，而交流方式也以信息为主 [3] 。

展管理类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知识体系。

所以，信息素养是创新创业者必备的技能，高校图

3 高校图书馆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服务模式比较

书馆应开设相应课程提高创新创业者信息素养。
1.3

高校图书馆为创新创业教育服务提供开放交流

对强化意识模式、注重经验模式及系统思考模
式 3 种模式从师资力量与馆员队伍建设、课程开
设、教学方法 3 个角度进行对比（见表 1）。

平台
一方面，丰富的资源文献可以交流共享，创新

3.1 师资力量与馆员队伍建设

创业教育离不开系统的学术理论和大量的实践数

从师资力量来看，由于强化意识模式更加侧重

据，读者用户可在高校图书馆获取他们想要的资

理论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引领，因此尤其重视师资

源；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的学术交流平台是开放

力量的建设，需要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素质和理论

的，允许读者进行知识交换，这对于提高创新创业

基础，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思维。注重经验模式更

教育自由度、趣味性、学术性和交互性来说，是大

加侧重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实践的机会，因此教师

有裨益的。

要为学生提供广泛的亲身体验的机会，重视在实践

2 高校图书馆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服务常用模式

中积累经验，在实际的操作中提高创新创业能力。

2.1 强化意识模式

采用系统思考模式的高校图书馆以斯坦福大学最为

高校图书馆支持创新创业教育的强化意识模式

著名，斯坦福大学是公认的名校，在创新创业教育

是指侧重于创新创业者意识的培养，一般认为，意

方面也加大师资力量建设力度，既重视创新创业理

识是行为的先导，正确的意识可以指导行为行动事

念的培养，同时重视与专业学科的融合，因此在教

半功倍。因此，强化意识模式通过高校图书馆开展

师团队构成中，偏向于由学科专业教师兼任，以发

理论课程，制定教学计划，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

挥学科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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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馆员队伍建设方面，3 种模式都要求图书馆
员要具备扎实的图书情报学科知识，为学生提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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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服务，与学生保持良好的关系，促进学生养
成创新创业精神，提高他们的创新力[7]。

表 1 高校图书馆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服务模式比较
模式名称
强化意识模式

注重经验模式

系统思考模式

师资力量及馆员队伍建设

开设课程

教学方法

突出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注重思维引领，培

建设完整的信息资源库与案例库，

养学生创新创业理念

教师讲授为主

课程强调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课程偏向于实践类

在动态和操作中嵌入性进行教学指

型，学生参与到创新创业过程中

导，环境教学为主

学科专业教师兼任；侧重学科专业

开展课程教育与社会实践教育，课程教育为基

跨学科教育，跨领域合作交流，多

与市场需求的结合

础，社会实践教育为补充

层次教学结构

专业型教师；侧重理论建设

经验型教师；侧重经验积累

3.2 开设课程

停留在借阅图书、上自习的阶段，对于创新创业教

虽然都是服务于创新创业教育，但由于不同模

育知晓甚少。实际上，高校图书馆的功能正在逐渐

式的侧重点不一样，高校图书馆开设的课程及课程

多元化，既是资源文献交流中心，也是信息供给中

理念、教学方法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强化意识模

心。无论是强化意识模式、注重经验模式还是系统

式在课程设计上就认为意识是一种需要培养的并且

思考模式都需要建立在学生知道、学生参与的前提

可延续的代码，课程的设计既要考虑到当下的教育

下进行，越多师生参与，越多师生能享受到教育带

效果，又要着眼于长远的培养目标，所以，强化意

来的成果，越能推动创新创业事业的发展。因此，

识模式的课程设计就要让学生收获完整的创业知

高校图书馆要重视宣传工作，通过资源推送、馆内

识。注重经验模式的课程则偏向于为学生提供创业

海报等方式，扩大影响范围，提高知名度，使大学

机会，因此，高校图书馆会将课程教育延伸到教室之

生乐于参与到创新创业教育中来，发挥高校图书馆

外，把创新创业课程纳入到创业演练中去，在工作

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服务的优势。

环境中进行创新创业的体验，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

4.2 注重市场引导，减少政治干预

[8]

能力 。采用系统思考模式的高校图书馆同时开展

前 2 种服务模式将目光聚焦在具体的课程设

课程教育与社会实践教育，其中，课程教育占据主

置、人力建设方面，忽视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外部

导地位，社会实践教育作为补充发挥着重要作用，

环境即社会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也就是市场引导

扩大创新创业教育的影响面，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的重要性。系统思考模式结合市场需求和高校专业

3.3 教学方法

特点，提出要培养市场型、专业型创新创业人才。

强化意识模式在教学方法上，依托高校图书馆

创新创业人才是服务于社会建设的，因此要注重市

丰富的馆藏资源，为学生打造系统的理论教育，建

场引导，相应的减少政治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主

设完整的信息资源库与案例库，教师也以课堂讲授

导作用，推动高校图书馆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

为主，塑造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注重经验模式的

4.3 加强模式整合力度，创新服务方式

教学方法以具体的环境，如企业管理、技能培养为

目前高校图书馆常用的创新创业教育服务模式

切入点，将学生设置在具体环境下，在动态和操作

各有侧重点，也各有优缺点，因此，复合型的创新

中，嵌入性进行教学指导。系统思考模式在教学方

创业教育模式才是符合发展趋势的。加强模式整合

法上，具有互动、开放的特点，例如跨学科教育、

力度，创新高校图书馆创新创业教育服务方式，大

跨领域合作交流等，逐渐形成了多层次的教学结

力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

构，全方面地激发学生创新创业活力。

题，将高校第一课堂与课外第二课堂充分结合起

4 高校图书馆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服务模式启示

来，培养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4.1

到创新创业的学习和实践当中，形成以学科专业为

扩大宣传，提高高校图书馆支持创新创业教育

影响力
高校图书馆支持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并不十分

依托、以项目活动为补充的新模式。
5 结语

普及，究其原因，在于宣传力度小，通过对高校师

高校图书馆凭借自身丰富的物质资源、技术支

生的调查可以发现，多数学生对于图书馆的功能还

撑、平台资源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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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强化意识模式、注重经验模式、系统思考模式
3 种常见服务模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以取得更好的服务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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