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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素养内涵整合的信息素养教学方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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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素养成为大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因此，信息素养
教学改革的意义重大。本文围绕高校信息素养教学方法的探索，提出以信息技术训练为核心，将信息意
识的培养与信息道德的形成融于技术的学习中，基于信息素养内涵整合教学理论，依据不同的教学内
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采用问题式教学法、延续性任务驱动式教学法、阶梯式任务驱动式教学法、案
例式教学法，高效地实现教学目标，提高大学生的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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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Connotation
GUO Le
(Library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er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literacy has
become one of the essential basic qualit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it is significant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was abou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eaching method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posed to tak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raining as the core.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information awareness and the 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ethics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learning of technology. Teaching theory was integrated based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connotation; based on different teaching contents,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BL
teaching method, continuous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stepped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and case study
method were used to efficiently achieve teaching goals and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Key words: information literacy connotation; information literacy teaching; PBL teaching method;
continuous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stepped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CBL teaching method
信息素养是指能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有效地
[1]

搜索、评估和使用所需信息的能力 。信息素养的
[2]

需要系统的教学内容、成熟的教学方法、强大的教
学团队及现代的教学平台支持，基于现代信息技术

内涵包括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 。互联

与信息素养课程的性质，教学方法的创新是教学改

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素养成为大学生

革的重点与难点，也决定了课程的学习效果与整体

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目前，国内外高校已经开展

影响力。基于信息素养的内涵，信息素养教育的重

了一系列有关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信息素养教育

点在于信息意识的培养、信息能力的训练、信息道
德的形成。其中，信息能力主要体现在知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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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知用能力 [3] 。意识与道德的形成是基于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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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同时，意识与道德又引导技术的使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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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与道德的形成融于技术的学习中。

的探索方向。任务的主题确定后，再基于任务的内

1 信息意识的培养

容进行具体的检索系统设置，比如医学生的期刊文
献检索任务内容的设置。以 PubMed 为例，可设置

1.1 信息意识教学方法的设置
[4]

信息意识培养的重点是融于知源能力 ，知源

关键词检索、主题词 Mesh 词表检索、相关临床文

是指当我们需要信息时，我们知道哪里能够获得，

献检索等，让学生全面掌握 PubMed 的检索方法、

从而开启信息之旅。知源的教学方法不应该是简单

熟悉其优势与特点。

的陈述，可根据教学目标设置问题，鼓励学生思考

3 信息道德的形成

与探索，从而培养学生灵活变通的知源方法和规

3.1 教学方法的设置

则，让学生在遇到信息需求时形成自觉的知源规
[5]

信息道德形成的重点是融于知用能力的信息道

律，这符合意识产生的原理 。这种教学方法取自

德的培养。知用是指如何评价信息资源，并合理利

目前最流行的基于问题而展开的问题式教学法

用获得的资源实现特定的目标 [4] 。笔者认为，知用

（PBL）[6]。

是指当我们需要将获取的信息增值时，我们知道如

1.2 信息意识教学方法的难点

何利用检索系统增值信息并合理利用信息，并且在

教学方法的难点是知源教学问题的设置，问题

信息增值与利用的过程中能够自觉遵守信息道德。

要体现学生专业方向的信息源需求，如医学方向，

从知用的内涵可知，知用的教学方法融合了知源与

依据学科可分为基础医学源、临床医学源、药学

知取在教学方法上的特点，既需要技术的掌握又需

源、中医药信息源等；还可依据生活、科研、生产

要意识的培养。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任务驱动教学

需求进行细分，如毕业后的考研信息源、就业信息

法、PBL 教学法与案例式教学法（CBL）结合来实

源，研究生期间的科研信息源，具体生产中的专利

现知用的教学 [8] 。学生通过完成任务锻炼知用的具

信息源、标准信息源。信息源需求灵活多变，可进

体操作能力，同时培养信息意识，并在具体应用中

行多方位的探索。

通过信息道德的问题设置与实际案例讨论，充分掌

2 信息技术的训练

握利用信息的基本规范，并逐渐形成信息道德观。

2.1 信息技术教学方法的设置

3.2 教学方法的难点

信息技术的训练基于知源，重点则是知取。知

教学方法的难点包括知用技术的任务驱动教学

取是指面对信息源，知道从相关信息源准确、全面

法教学任务的设置、信息道德的 PBL 教学法问题的

[4]

地获取信息的方法 。知取方法的学习采用以学生

设置与 CBL 教学法经典案例的获取。

实践操作为主、教师引导为辅的任务驱动教学法。

3.2.1

任务驱动式教学法是一种围绕任务开展实践，以任

任务驱动教学法的任务同样要与学生的实际需求联

务的完成结果检验和总结实践过程的新型教学模

系起来，基于学生信息增值需求的层次性，将任务

[7]

知用技术的任务驱动教学法教学任务的设置

式 。学生通过分析讨论与实践完成任务，锻炼了

根据难易进行阶梯式的划分，即阶梯式任务驱动教

信息思维和具体的操作能力，从而充分地掌握具体

学法。

信息源的信息获取方法。
2.2 信息技术教学方法的难点

第一阶段知用技术，即初级信息增值与利用。
这一阶段主要指利用数据库的分析功能，帮助我们

教学方法的难点是知取教学任务的设置，任务

挑选信息。例如，如何从主题相关文献中找出发文

要能激发学生的操作兴趣，教师基于学生产学研信

量最多的作者、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等。这一阶段

息的检索需求，将任务进行了延伸。例如，基于学

任务的设置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准确获取高质量信息

生学习的图书文献检索设置相应学科的图书检索任

及挖掘深层信息的能力，是基于数据库的初级信息

务；然后基于图书的选择及图书的内容，进行相关

增值。医学上最特别的初级信息增值是在循证医学

学科学术问题的检索，引导期刊文献检索的任务设

中的应用，通过检索数据库进行循证文献评价，实

置；再基于期刊的学术问题，进行生产、生活领域

现信息增值。

问题的检索，引导专利、标准文献检索的任务设

第二阶段知用技术，即中级信息增值与利用。

置。通过延续性任务驱动式教学法引导学生从学习

这一阶段主要是基于初级信息增值的内容进行主题

中寻找学术研究问题，再从科研中寻找生活、生产

综述的设计与写作，需要全面了解与主题相关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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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信息，并进行整合，利用文献管理软件进行文献

到信息素养领域的意义，社会逐渐认识到信息素养

管理与写作。例如，通过出版年的分析，了解相关

的价值。作为信息素养的传播者，教师需要不断地

主题的研究阶段，从而帮助学生构建动态性综述。

探索与进步，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并教授给学生。

第三阶段知用技术，即高级信息增值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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