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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创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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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慕课（MOOC）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对高校图书馆的服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图书馆要针
对教师和学生的不同需求开展有针对性地创新服务。在资料搜集、版权咨询服务、技术支持 3 个方面为
教师制作 MOOC 课程提供个性化服务；从 MOOC 的多方式宣传推广和提供学习空间 2 个方面让更多的学生
更方便地利用图书馆进行 MOOC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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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ervice Innovation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OC
SONG Yu
(Libr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MOOC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braries need to carry out targeted and innovative services for
different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Libraries should provide personalized services for teachers to produce
MOOC courses in three aspects of data collection, copyright consulting services, and technical support; it is
more convenient for more students to use libraries for MOOC learning from the aspects of multi-modal
promotion of MOOC and providing learn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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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以开放共享为理念，冲破
传统教育体制的束缚，用全新的知识传播模式和学
[1]

图书馆服务提出了新的挑战。
1.1 传统的服务深度和广度急需拓展
MOOC 用户的学习和传统课堂学习的区别在于

习方式，改变人们固有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 ，

前者的个性化、分散化。对于同一课程，不同

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学习全球顶尖大学课程变成可

MOOC 用户的关注点不同，学习深度也不同，所以

能，它的核心理念是“将世界上最优质的教育资

图书馆原有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也应适应这种转

[2]

源，送达地球最偏远的角落” 。高校图书馆作为

变，实现个性化学习和分散式教学环境的无缝对

高校的信息资源中心和教学科研支持机构，应该利

接，以用户为中心实现资源的整合，并针对不同背

用自身优势，抓住 MOOC 浪潮的契机，积极应对，

景的用户，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特色化和多元化的

创新服务模式，提升自身价值和核心竞争力。

服务。MOOC 课程的开放与在线特点，决定了它面

1 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挑战

向所有人员不设门槛，学习者只要有兴趣和需要，

MOOC 采用“互联网＋教育”的教学模式，对

不需要进入学校，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课程学习，

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样也对

是身边的学校和“随身携带”的课堂，因此越来越
多的人希望通过 MOOC 课程来充实自己，这些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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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 的开放共享与资源的版权许可之间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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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可以提供与课程相关资料的导航、检索、推
荐、传递及相关版权问题的咨询等服务，在浩瀚的

盾亟需解决
“MOOC 的理想境界是所有课程的相关资源免

文献资料中，他们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对馆藏文

[3]

费向全球学生开放获取” ，一门优质的 MOOC 课

献的了解，对有资料需求的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指

程，除了提供教师的授课视频之外，还包括大量的

导并给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让教师在制作 MOOC

辅助学习资料，包括图片、图表、录像片段、数

的过程中事半功倍。

据、期刊论文、书籍或其中章节、教材等，它们与

课程准备阶段图书馆给教师提供的另外一项重

MOOC 课程中的每个知识单元相关联，用以辅助学

要服务就是版权咨询服务。MOOC 得以迅速发展的

生自主完成课程的学习；从某种意义来说正是这些

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人免费，全民共享”，但它

辅助性学习资料成就了一门门经典的 MOOC 课程，

在制作过程中用到的大量文本、图片、音频、视频

但是这些学习资料大部分都不是版权自由的资源。

及动画资料很多都有独立版权，版权问题的存在就

理论上说，“资源的免费共享即是图书馆的服务宗

要求这些资料只能在某一范围内为某一特定人群使

[4]

旨，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但现实情况中，由于

用，这与 MOOC 免费共享的宗旨是相悖的。而图书

受到知识版权和内容许可的限制，它们只能在特定

馆在版权咨询方面有很大优势，可以从以下 3 个方

的时间、特定的空间内，向特定的用户开放。“特

面发挥作用并提供相应的版权咨询服务。⑴制定版

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用户”的限制显然与

权指南，帮助教师判断资源合理使用的范围。每一

MOOC 免费开放获取的要求相悖。图书馆如何在版

门 MOOC 课程都会引用数量庞大且形式多样的教学

权法的许可范围内，合理使用图书馆收藏和购买的

素材，这些教学素材有的是开放获取的资源，有的

各类电子资源，将自身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参与

是受版权保护的资源，也有些是版权归属不明确的

MOOC 的信息服务能力，也是 MOOC 背景下图书

资源，面对数量大且形式多样的资源，图书馆不可

馆面临的一大挑战。

能逐一去检查这些资料，所以借鉴国外某些高校图

2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创新

书馆的做法，制定版权指南，对 MOOC 教学过程中

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模式，MOOC 对传统教

可能发生的各种版权问题作了清晰界定，并对不同

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为图

资源类型规定了合理使用范围；⑵积极开展和资源

书馆和馆员创造了一个展示自我价值的全新机会。

版权商的许可谈判，最大限度地为课程争取资源，

面对 MOOC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高校图书馆理应结

有条件的图书馆也可以设立专项资金，为 MOOC 版

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创新服务方式来适

权服务；⑶尽最大可能搜集不受版权保护的 OA 资

[5-6]

。作为 MOOC 课程的提供者和使用

源，并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分析，从中筛选出符合

者，教师和学生是 MOOC 课程的两大参与主体，他

MOOC 学习的资源，以此作为那些版权受限而无法

们对图书馆服务的需求有别，高校图书馆要深入把

使用资源的替代资源。

握和理解不同 MOOC 用户的信息需求特征，探索个

2.1.2

性化的服务模式，以拓展图书馆服务的深度与广度。

备、技术支持，协助教师完成课程制作。MOOC 制

2.1

作过程中教师需要大量的计算机技术，但大部分教

应这种转变

MOOC 背景下面向教师的图书馆服务创新

课程制作阶段

图书馆主要为教师提供设

当教师在开发 MOOC 课程时，会遇到诸如资料

师或受制于时间和精力，或受制于自身的技术，他

搜集、技术、设备、版权服务等各方面的问题，而

们急需与这方面的技术人员合作，图书馆理应发挥

这正是图书馆的优势。因此在 MOOC 开发的课程准

自己的优势为有需求的教师提供相应的服务。北京

备、课程制作以及后续阶段，图书馆应针对不同阶

大学图书馆就为全校师生提供了“数字加工制作”

段的需求结合图书馆自身的优势适时介入，给教师

服务 [7] ，该服务包括常用的数字加工、多媒体内容

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编辑等技术。多媒体内容编辑技术可以对教师提供
课程资料的准备是制作

的 MOOC 视频进行深加工，对内容进行编辑及对画

MOOC 的基础。图书馆拥有一批业务能力强、知识

面质量处理，帮助教师把课程视频切割成多个小

面广的学科馆员，他们充分了解各学院、各专业对

节，并把每个 MOOC 课程的小节、场景及镜头插入

文献资源的需求，对图书馆拥有的各类资源如数家

内容以供学生进行分章节学习。

2.1.1

课程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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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学生自主学习，一门优质的 MOOC 课程

总结等。这种学习模式有很多便利之处，但在学生

会为每个知识点配备很多相关的学习资料，这些学

与教师互动、整体学习氛围的营造等方面依然无法

习资料如何与 MOOC 课程中的每一个知识点深度关

达到传统课堂教学的效果，仍然需要与其他学习模

联，最终形成动态化的知识网络，这是大多数教师

式相结合。图书馆不仅拥有丰富的学习资源，还配

能力所不能及的技术，而图书馆拥有的专业技术人

有设备齐全的多媒体自习室和小型的研讨空间供某

员可以将自身的编程技术与教师的需求结合起来，

个课程感兴趣的学习者集中在一起讨论课程内容。

深度挖掘课程知识点与图书馆各种资源的动态关

针对自带电脑的学生，图书馆还提供了无线上网服

联，如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开发的“学知课堂”

务，让大家在讨论过程中可以随时随地查询所需的

平台，该平台根据本校各院系的课程设置，将图书

信息。同时图书馆还可以选择一些优质的 MOOC 资

馆的中外文数据库与各专业具体的课程相关联，实

源作为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一部分或者以讲座的形式

现教参书、教参数据库、教辅网络资源的整合与自

召集有相同爱好的学习者到图书馆集中交流讨论。

动更新，并将资源打散，以课程的知识脉络重新组

3 小结

织，以院系、专业、课程为渠道组织学生进行在线

随着 MOOC 这种新型学习方式的普及，图书馆

互动分享，共建共学，这与 MOOC 的建设宗旨不谋

作为学校资源保障机构，其服务方式和资源保障体

而合。

系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新环境和新挑

2.2

战，作为图书馆人应积极变革服务理念，探索新的

2.2.1

MOOC 背景下面向学生的图书馆服务创新
多方式宣传推广

MOOC 可以让学生免费

服务手段，寻找新的角色定位，为教师和学生的科

获取到世界上一流学校一流教师的一流课程，它以

研和学习提供强有力的资源保障。

“人人免费，全民共享”为宗旨，让学生摆脱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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