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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概述图书情报青年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内涵，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如青年从业人员信息
素养匮乏，实践经验不足，轻视职业教育等。提出了职业素养提升路径：全面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引导
图书情报青年从业人员勇担使命；加强“引进来”与“走出去”，提高青年从业人员专业理论素养；切
实强化实践运用，提高青年从业人员核心业务能力。为新时代图书情报工作事业发展储备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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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ofessional Quality Promotion Path for You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actitioners
WANG Rui-qi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connota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you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actitioners and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young practitioners,
lack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contempt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promotion path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was put forward: comprehensively carrying out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work, guiding the you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actitioners to shoulder the mission; strengthening “introducing” and “going out”,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quality of young practitioners; effectively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core business ability of young practitioners, with a purpose to reserve a talent tea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work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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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高校图书情报专业的硕士逐年增加，标志着国家

书情报专业在推动国家发展、科技进步、经济繁荣

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图书情报行业高水平人才的培

和文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图

养。但由于我国图书情报教育起步较晚，理论研究

书情报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综合性、前瞻性、创新

基础不够扎实，业务实践经验不够丰富，培养目标

性、实践性的学科，特别是在当前人工智能的强大

不够明确，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图书情报青年从业

冲击下，图书情报更具有高渗透性、高保密性、高

人员职业素养相对缺乏，担当精神和创新精神不

倍增性、高创新性与高带动性的特点，这些变化要

够，严重制约图书情报高水平人才的培养质量与人

求图书情报青年从业人员必须要熟练掌握人文社会科

才团队创建 [2] 。为此，强化图书情报青年从业人员

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知识，以及图书情报、信息

职业素养的养成，加强业务能力、专业能力和动手

管理方面的专门知识，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能力，形成高水平的职业素养体系，解决图书情报

[1]

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 。全

领域面临的难题，推动图书情报事业的高质量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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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情报青年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内涵
职业素养是指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需要遵守的行
为规范，个体行为的总和构成自身的职业素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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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含三大核心：一是职业信念；二是职业知识技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伦理关系。在当今互联网

能；三是职业行为习惯。新时代图书情报青年从业

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网络逐渐变成了新的生存

人员首先要具备坚定的政治思想素养，使自己的思

空间，相对于现实社会，网络世界则更为自由，而

[3]

维视野、思想观念、认识水平跟上时代发展 。

这种过度自由存在着较大隐患，例如，便捷的信息

1974 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提

化和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可能被一些从事信息活动

出信息素养的基本概念；1989 年，美国图书馆学会

的相关人员用来谋求私利，或者试图损害别人的合

为信息素养做了简要的理论定义，即判断什么时候

法权利，传播垃圾信息、污染整个信息发展环境。

用到信息，明确怎么样收取信息，以及了解有效评

图书情报青年从业人员在工作中频繁地接触和使用

[4]

估信息和使用信息的方法 。

信息数据，所以要遵守信息伦理，包括遵守信息在

1.1 信息意识

创造、传递、管理及使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

信息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信息和信息活动对人们

规则及伦理关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信息数

的能动反映，它是对所涉及的事物具备的信息敏感

据、信息资源的来源及处理和利用等的合法合规，

力、观察力和分析判断能力及对信息的创新能力。

强化个人信息意识和伦理自觉[6]。

图书情报事业作为信息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之

2 图书情报青年从业人员职业素养缺乏的表现

一，秉持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最优质

2.1 信息素养匮乏，图书情报工作难以高效开展

服务的意识，努力推动图书情报专业工作向专门

首先信息素养的形成一定是构建在基本的知识

化、规范化、现代化转变。为此，作为图书情报青

涵养上的，掌握知识的深度、范围不同，导致信息

年从业人员要有强烈的信息意识，具备对信息技术

情报工作的能力不同 [7] 。目前的图书情报专业工作

的收集、储存、挖掘、分析和使用等基本能力。

人员知识功底不够深厚，对信息的采集和追踪能力

1.2 信息能力

明显不足，对所用信息的改造能力匮乏，难以将信

信息能力指理解、获取、利用信息的能力及利
用信息技术的能力。理解信息即对信息进行分析、

息再次转化为知识。
2.2 实践经验不足，处理专业问题难度较大

评价和决策，具体来说就是分析信息内容和信息来

任何学科、专业在理论知识已经相对完备的前

源，鉴别信息质量和评价信息价值，决策信息取舍

提下，实践一定是不可分割的重要一环。当下在知

以及分析信息成本的能力。获取信息就是通过各种

识扩充的同时缺乏实践应用，限制了图书情报科研

途径和方法搜集、查找、提取、记录和存储信息的

人员的创造性发展，忽略了创新思考能力和实践能

能力。科技进步催生信息爆炸式增长与碎片化传

力对人才评估的作用[8]。

播，要开展、拓展新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需要

2.3 轻视职业教育，难以组建高水平人才团队

将已有的信息成果转化，需要准确地在庞大数据中

图书情报本身为一个专业属性较强，工作能力

提取出利用价值最大、相关性最高、可研究性最强

要求较高的专业，对高水平人才团队的需求愈发紧

的信息，这要求每一个研究人员拥有甄别信息质量

迫。在信息化日益成熟的环境下，出现了科研人员

和筛选信息数据的能力，合理判断信息的成本。若

投身到图书情报发展中的情况。但是由于发展周期

信息资源的利用价值过低将会拖长研究周期，导致

较短，健全的理论体系并未出现，图书情报专业人

进度缓慢。另外，安全存储信息资源同样至关重

才培养水平不高，难以组建图书情报青年人才队

要。在图书情报工作中有许多信息成果是不可随意

伍。同时，还出现有价值的信息无法相互交流沟

外泄的，无论是涉及到国家政策的方针还是个人研

通，可用性较强的信息不能有效地传播和利用，团

究成果的隐私问题，都需要用专业的方式进行保密

队协力开发的能力得不到发挥。亟待制定并落实科

和储存。最后，对信息资源的合理运用以及再创造

学高效的职业素养教育体系，培养出行业所需尖端

是科技创新的必经之路，从而有效解决科研工作中

人才。

[5]

遇到的专业性问题 。

3 图书情报青年从业人员职业素养提升有效路径

1.3 信息伦理

3.1

信息伦理，是指涉及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
息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以及

全面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图书情报青年从

业人员勇担使命
首先，针对图书情报专业的宣传应该从校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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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只有不断有新鲜血液的加入才能保证图书情报

工厂”，对具体的信息数据的搜集、分析、利用有

事业蓬勃发展，需要引导图书情报专业学生对学科

深入的理解，掌握现代化管理的基本技能，特别是

的发展和培养目标形成全面认识，充分调动起为行

要时刻跟进图书情报行业中的发展创新点。其次，对

业做出贡献的主观能动性，担负起图书情报青年从

自身的才能与顶尖信息能力之间的差距有确切的把

业人员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履行服务国家与区域

握，做到因势利导，有指向性的对存在的问题提出

经济发展的使命担当。队伍的不断壮大势必会推动

解决方案。最后，实践能力的培养也是对信息情报

行业的向上发展，充分利用赋予科研人员的自主权

人员的一次再教育、再学习，能够及时发现存在的

以及“大数据”战略的优势，大力推进科研深度挖

问题，觉察到尚未显露的矛盾，并及时修正[10]。

掘和广泛扩张。另外，积极举办相关专题展览和学

4 小结

术报告，一方面普及图书情报基本概念和知识，让

大数据时代为图书情报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契

大众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另一方面开展大型学术报

机与挑战，也对图书情报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与能力

告会议，邀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就当下前沿热点

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我国图书情报从业人员职业

问题进行深度剖析，提供学者与青年从业人员交流

素养体系尚未搭建，严重制约了图书情报人才队伍

研究的平台。其次，步入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快车

建设与业务能力提升，需要从加强专业宣传力度、

道”，展示图书情报研究成果，供同行观摩和学

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强化业务实践能力等方面，提

习，对继续研究做出鼓励和响应，发出行业发展良

升图书情报青年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为新时代图书

好的积极信号。

情报工作事业的发展储备人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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