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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视域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动向探寻

●东　方　（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衡阳　４２１００８）

［摘　要］新文科建设为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但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研究“新文科视域
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动向”问题，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首先对《新文科建设宣言》进行

解读，进而阐述新文科与图书情报学的契合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新文科视域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的发展

动向，认为主要表现为：走向交叉融合、走向人文情怀、走向数据服务、走向守正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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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６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

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１］。在习主席会议精神的指

导下，２０１８年国家教育部提出“新文科”的教育理
念［２］；２０１９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１３个
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２０［３］，新文科
建设拉开序幕；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教育部发布《新
文科建设宣言》，标志我国的新文科建设正式部署

并实施［４］。“新文科”成为当下热门名词，新文科建

设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时政热点。

图书情报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分支之一，担负

着信息获取、情报传递、知识交流和共享的神圣使

命，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力量。面对全国新文科建

设的热潮，我国图书情报界积极响应并热情参与，典

型的有以下几种类型。进行学术热点评选活动：

“新文科背景下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建设”

被评为２０２０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之
一［５］；开展理论研究：ＣＳＳＣＩ核心期刊《情报资料工
作》［６］（２０２１年第１期）、《图书与情报》［７］（２０２０年
第１２期）策划组织“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图情档学
科建设”专题研究，刊发专家、学者的文章，促进学

术交流：《图书情报工作》［８］《情报资料工作》［９］《现

代情报》［１０］等刊物的“２０２１年选题指南”中均有“新
文科背景下图情档学科建设”条目，说明各刊对此

主题非常重视；组织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９年１２月，郑
州大学举办学术研讨会，探讨图书馆学的新文科建

设路径［１１］。新文科建设对图书情报学带来了影响

和冲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图书情报界应该认真

思考这样一个紧迫问题：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我国的

图书情报学科应当何去何从，“剑指何方”？应该谋

求一条什么样的长远发展路径？这也正是本文的研

究议题。

２　《新文科建设宣言》解读及新文科与图书情报学
的契合

２．１　《新文科建设宣言》解读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在山东大学召开的新文科工

作会议阐释了新时期我国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意义，

明确了新文科的基本要求和分类、稳步推进原则，对

新文科工作做出全面部署［４］。尤其引人瞩目的是

在此次会议上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我国新

文科建设的必要性、遵循的基本原则、面临的主要任

务等都作了较详细的规定［１２］，其主要内容如表 １
所示。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新文科建设宣言》的内容
比较详实，为我国的新文科建设绘制了蓝图，对推动

文科教育的创新和发展、培养新时期复合型文科应

用人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意义［１３］。

２．２　新文科与图书情报学的契合
全国的新文科建设热潮给新时期图书情报学科

的发展带来了较好的契机，主要表现在：新文科建设

营造了良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环境，出台了相关

新文科推进的政策、规定，图书情报学也属于新文科

范畴，正好可以借此机会谋求新发展；全国都在积极

进行新文科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图书情报

界可以主动跟进，发挥学科本身的优势，开展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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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并探寻新文科专业改造和人才培养模式，

争取在新文科建设中崭露头角［１４］。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图书情报学与新文科又是相吻合的，因为图书

情报学在发展进程中持续关注信息、情报、数据与用

户之间的关联，并不断吸收、利用新信息技术来满足

社会的需求，这与新文科的理念是一致的。另外，图

书情报学具有跨学科、综合性的特质，对网络通讯技

术、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

术非常敏感，借鉴和吸收计算机科学、社会心理学、

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技术来完善自我，推动

自身发展和进步［１５］，这恰恰符合新文科建设的基本

原则和要求。

表１　《新文科建设宣言》主要内容一览表

内 容 框 架 内 容 要 旨

新文科建设的必要性

（“我们的共识”）

提升综合国力需要新文科

坚定文化自信需要新文科

培养时代新人需要新文科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新文科

文科教育融合发展需要新文科

遵循的基本原则

（“我们的遵循”）

坚持尊重规律

坚持立足国情

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分类推进

面临的主要任务

（“我们的任务”）

明确总体目标

强化价值引领

促进专业优化

夯实课程体系

推动模式创新

打造质量文化

誓言和决心
中国新文科建设从这里启航！

为实现中国梦而坚定前行！

３　新文科视域下我国图书情报学发展动向的思考
３．１　走向交叉融合的图书情报学

《新文科建设宣言》明确指出，解决当今复杂的

社会问题急需跨专业知识整合，“推动学科交叉融

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１２］。这为新时代

图书情报学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走向交叉融

合是图书情报学直面挑战、谋求发展的必由之路。

受新信息技术的影响，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图

书情报学走向交叉融合、与其他相关学科相互借鉴

渗透已不可避免，这也是发展进程中的必经阶段。

图书情报界应该抓住新文科建设带来的大好机遇，

积极主动融入相关学科，开展跨学科、跨专业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寻求图书情报学新的生长点［１６］。

那么应怎样促进图书情报学与新文科的交叉融合

呢？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博导闫慧先生

作了关于“图书馆信息学与新文科交叉领域的关系

预测”的研究，认为：２０３０年图书馆信息学与数据科
学、数字人文、健康信息学的预测前景是并列、有交

集的关系［１７］。基于此，图书情报学与新文科的交叉

融合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加强图书情报学、

档案学等学科内部的交叉融合［１８］（如军事情报学、

安全情报学、企业竞争情报学等），提质改造学科结

构，强化社会服务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提升图情档学

科的社会价值和地位。另一方面，促进图书情报学

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新文科（如管理学、经济学、法

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理工技术学科（如计算机科

学、医学信息学、人工智能等）的交叉融合，注意专

业调整和侧重，根据时代需要增设新专业（如大数

据管理与应用、数字人文、信息资源管理等），增强

学科核心竞争力，注重在新文科建设中学科交叉领

域的多元化发展。

３．２　走向人文情怀的图书情报学
《新文科建设宣言》强调，“高等文科教育要坚

持以文化人、以文培元……实现文史哲促人修身铸

魂、经管法助力治国理政……培养时代新人”［１２］，意

味着新文科建设要体现人文情怀。图书情报学隶属

于管理学大类，走向人文情怀、助力新文科建设是必

然的发展动向。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在长期的发展历

程中，持续关注知识组织、情报技术与读者（用户）

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以读者（用户）为中心”，加

强基础理论研究，提高图书情报工作效率，完善图书

情报人才培养和教育机制，尽力满足用户的社会需

求。这本身就体现了图书情报学的人文关怀和人文

精神。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图书情报学将更进一步

发挥自身知识组织、情报交流和共享的优势，并应对

新信息技术带来的各种社会、文化问题，凸显人文情

怀，更好地体现新文科的学科性、基础性属性［１９］。

可喜的是，我国图书情报界在数字人文领域作了有

益的研究和实践尝试，例如，２０１１年武汉大学成立
了国内第一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要成员有武汉

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研究中心等［２０］；北京

大学图书馆成立了“北京大学数字人文工作

坊”［２１］；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２０２０年增
设“数字人文”二级学科专业，培养数字人文硕

士［２２］；南京大学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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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创研中心”［２３］等。

３．３　走向数据服务的图书情报学
新文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是积极利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构建有中国特色具有世界水

平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１２］。新信息化时期，随着数

据技术和现代网络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基础

性、战略性信息资源的科学数据增长非常迅速，对科

技创新的支撑与推动作用日益彰显。我国已进入新

的数据时代，科研环境逐渐转变为开放科学环境，科

研范式演化为数据密集型范式（第四科研范式），

“推进数据的开放和共享”“用数据说话”的观念越

来越深入人心。数据时代促使图书馆、情报机构的

数据资源建设和用户服务模式发生变革，推进了图

书情报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数据化、实践的数

据化以及教育的数据化［２４］。图书情报学科边界进

一步扩展，在新文科背景下走向数据服务是大势

所趋。

图书情报机构不仅是信息、情报、知识的集中

地，也是数据资源获取的主要场所；新文科建设对图

书情报机构提供学科服务的类型、范围、协同性等均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新文科建设的

内在要求，图书馆、情报机构应该更新观念，以“用

户需求”为驱动力，由以前主要基于文献、信息的服

务向基于知识的数据服务转型［２５］。数据服务主要

包括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数据挖掘服务、数据计

算服务和数据素养教育等，其服务方式包括数据导

航、数据咨询、数据决策、数据平台应答服务等。数

据服务助力新文科建设，首先，要建设数据服务基础

设施，对数据资源进行融合，建好有特色的数据库，

丰富数据内容，并主动提供给用户使用，满足其数据

需求［２６］。其次，在图书情报学课程体系中，增设《数

据分析与利用》《数据挖掘》《网络伦理》等课程，对

用户进行数据素养教育，增强其数据思维与数据获

取能力，提升数据伦理道德和修养，将图书情报学数

据教育服务融入到新文科的培养体系中去。

３．４　走向守正创新的图书情报学
我国的新文科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文科教

育发展之路”［１２］，其中“守正创新”是必须坚持的基

本原则和核心要义之一。守正，是指坚守传统和根

基；创新，即指更新观念，“精于求变”［１２］，力求拓

展。这一原则对于新文科背景下图书情报学的发展

具有较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图书情报界要牢记新

时代担当的神圣使命，重新审视图书情报学科在新

文科建设中的定位与独特性，坚持自我革新拓展，做

到守正创新；否则，在新文科“浪潮”中有被边缘化，

甚至被取代的风险［１６］。

新文科建设为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

遇，但同时也对管理模式、学科平台建设和教育模式

等提出严峻挑战。图书情报学在新形势下应该努力

探求学科的生存发展根基，根据本学科的逻辑结构

与其他新文科逐渐交叉融合，寻找学科新的生长点，

增强“新文科”语境下的话语权［２７］，实现守正创新：

“守正”，即在新文科背景下，要坚守图书情报学领

域之读者服务、“耳目尖兵参谋”之“魂”，保持本学

科的传统优势和研究使命，突出图书情报学的本质，

建立学科话语体系。“创新”，即瞄准新文科建设的

目标和任务，创新求变，拓展图书情报学的学科边

界。不仅要引入先进技术和方法，借鉴其他学科先

进理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文科建设原则为

指导，扩充应用领域，构建新时代的图书情报学科体

系，而且要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理念，创新图书

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２８］；加强图书情报学专业教

育，培养优质人才，突出科研、教学成果在图书情报

领域的应用［２９］，助力新文科建设。

４　结语
《新文科建设宣言》的发布标志着新时期我国

新文科建设的正式启动。新文科给图书情报学带来

良好的发展契机，但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图

书情报学肩负着新的使命和任务，在新文科背景下

要有新的作为，要走向交叉融合、走向人文情怀、走

向数据服务、走向守正创新等，谋求学科新的发展和

学科共荣。笔者相信，新文科建设的“号角”已经吹

响，图书情报学也迎来了持续发展的“春天”，图书

情报学的学科地位必将进一步提高，社会价值必将

进一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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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１１／ｔ２０２０１１０３＿４９８０６７．ｈｔｍｌ．

［５］　《情报资料工作》编辑部．２０２０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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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揭晓［Ｊ］．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２１（１）：５．

［６］　《情报资料工作》编辑部．专题研究：“新文科背景下的图书情

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建设”［Ｊ］．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２１（１）：１５．

［７］　《图书与情报》编辑部．特别策划：“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图情

档学科建设”［Ｊ］．图书与情报，２０２０（６）：１．

［８］　《图书情报工作》编辑部．《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１年选题指南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０（２４）：１５２．

［９］　《情报资料工作》编辑部．《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２１年选题指南

［Ｊ］．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２０（１２）：１１６．

［１０］《现代情报》编辑部．《现代情报》２０２１年选题指南［Ｊ］．现代情

报，２０２１（９）：１７７．

［１１］刘海丽，孟昕宇．公共文化发展战略下新文科建设之路———

２０１９年郑州大学“公共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学发展研讨会”

会议综述［Ｊ］．河南图书馆学刊，２０２０（１）：１３８－１４０．

［１２］中国教育在线．《新文科建设宣言》正式发布［ＥＢ／ＯＬ］．［２０２１－

０１－１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ｏｌ．ｃｎ／ｎｅｗｓ／ｙａｏｗｅｎ／２０２０１１／ｔ２０２０

１１０３＿２０２９７６３．ｓｈｔｍｌ．

［１３］百度百科．《新文科建设宣言》［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１－１２］．

ｗｗｗ．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ｉｔｅｍ／新 文 科 建 设 宣 言／５４６７６７６１？ｆｒ＝

Ａｌａｄｄｉｎ．

［１４］柯　平．新图情档———新文科建设中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一级学科发展［Ｊ］．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２１（１）：１５－２０．

［１５］黄水清．图书情报学的新文科建设之途：机遇与忧思［Ｊ］．图书

与情报，２０２０（６）：１－１８．

［１６］马费成，李志元．新文科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前景

［Ｊ］．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２０（６）：４－１５．

［１７］闫　慧，韩艳芳，张钰浩，等．图书馆信息学与新文科交叉领域

的关系预测研究［Ｊ］．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２１（１）：２１－２７．

［１８］周文泓．新文科背景下我国档案学科的前景展望［Ｊ］．情报资

料工作，２０２１（１）：３７－４１．

［１９］刘　冰．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图书情报学科发展方位谈［Ｊ］．图

书与情报，２０２０（６）：９－１２．

［２０］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Ｗｕ

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１－２６］．ｈｔｔｐ：／／ｄｈ．ｗｈｕ．

ｅｄｕ．ｃｎ／ｄｈ／ｗｅｂ／ｍｅｎｕＡｎｄＤｅｔａｉｌ／ｍｅｎｕＡｎｄＤｅｔａｉｌ．ｈｔｍｌ．

［２１］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数字人文工作坊［ＥＢ／ＯＬ］．［２０２１－

０１－２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ｉｂ．ｐｋｕ．ｅｄｕ．ｃｎ／ｐｏｒｔａｌ／ｃｎ／ｘｓｊｌ／ｓｈｕｚｉｒｅ

ｎｗｅｎ．

［２２］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人才培养［ＥＢ／ＯＬ］．［２０２１－

０１－２９］．ｈｔｔｐ：／／ｉｒｍ．ｒｕｃ．ｅｄｕ．ｃｎ／ｍｏｒｅ．ｐｈｐ？ｃｉｄ＝２３５．

［２３］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数字人文创研中心简介

［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２－０８］．ｈｔｔｐ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ｎｊｕ．

ｅｄｕ．ｃｎ／ａｂｏｕｔ／．

［２４］金胜勇，张　琪．论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数据化趋势［Ｊ］．情报

资料工作，２０２１（１）：４２－４９．

［２５］刘艳红．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高校图书馆服务研究［Ｊ］．图书

与情报，２０１９（４）：１１５－１１８．

［２６］蔚海燕，李　旺．图书馆数据服务助力新文科建设之路径［Ｊ］．

图书与情报，２０２０（６）：７７－８３．

［２７］樊振佳．“新文科”语境下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话语、逻辑

与路径［Ｊ］．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２１（１）：２８－３６．

［２８］苏新宁．坚定守正与拓展，增强情报学话语能力［Ｊ］．情报科

学，２０２１（１）：３．

［２９］苏新宁．新时代情报学教育的使命与定位［Ｊ］．情报学报，２０２０

（１２）：１２４５－１２５２．

［作者简介］东　方，副研究馆员，现在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工作。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０８ （宋小华　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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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东　方：新文科视域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动向探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