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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院5 月 18 日-19 日袁首届野乐研杯冶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财经大学举行遥 由金融学院仲海旭尧公共管理学院胡颖尧经济
学院张剑 3 名同学组成的山东工商学院代表队发挥出色袁荣获一等奖遥 常红尧刘慧获得最佳辅导教师奖遥
本报邀请辅导教师和学生拿起笔来将他们参与比赛的收获与感悟写下来袁通过挖掘尧报道比赛的指导和准备过程尧决赛的经验以及成长路上的收获等袁以期
激发广大师生不断前行的动力遥
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袁走近信息素养袁了解比赛背后的故事袁感受比赛过程中体现出的爱国尧励志尧求真尧力行遥

信息素养助力山商学子砥砺前行
要要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有感
要
图书馆

信息素养是发现尧检索尧分析与利用信息的技能或
能力遥 首届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参赛人选确定至 2018 年 5 月 19 日的顺
利落幕袁历经 151 天袁作为全程参与的指导教师袁此次比
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遥 比赛紧扣财经类院校专业特
点袁在赛制内容和形式上表现出了极高的专业性袁对于
今后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袁所以我想
把比赛的前前后后写下来袁以供更多人参考遥
按照赛制的要求袁入选全国总决赛的第一个通行证
是提交研究论文遥 对于写论文一无所知的参赛选手袁论
文选题如何确定钥 由辅导老师直接拟定一个题目还是让
同学们通过训练提炼一个研究主题钥 我们选择了后者遥
因为学生们课程紧袁图书馆教师辅导团队确定了野一周
一会冶的头脑风暴模式袁由选手就各自感兴趣的话题进
行文献搜索尧阅读尧提出研究思路并制作 PPT袁每周集中
1-2 个小时就研究思路及其可行性进行头脑风暴遥 经过
4 次头脑风暴袁我们将论文主题确定为野教育直播冶相关
研究的综述撰写遥 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论文提交截止日期
前袁不论是否是休息日袁通过 PPT 展示找不足尧提建议尧
完善写作方案的野一周一会冶成为我们固定的教学相长
模式袁学生们最终在多次论文修改完善中完成了叶学习
者使用教育直播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曳一文袁因而获得
了总决赛的入场券遥
按照总决赛赛制要求袁比赛选手在总决赛中要完成
分析题上机操作尧PPT 现场展示尧 同台竞答和最终决赛
四部分袁要考察选手的信息素养相关知识储备尧信息分
析能力尧信息检索能力尧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遥
因此袁从 2018 年 4 月至 5 月 18 日袁学生们靠自学完成了

题库中单选题尧多选题尧判断题以及所有分析题的解析袁
针对自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袁 图书馆教师辅导团队在
野一周一会冶上为学生集中解答袁尤其是比赛前半个月袁
我们加大了训练强度袁野一周一会冶 也变成了 野一周二
会冶袁进行规范训练遥 最终的比赛成绩证明袁我们的训练
是卓有成效的遥
总决赛中各校参赛队抽选的分析题目研究热点不
一遥 我校参赛队的分析题目要求围绕野假期经济冶袁利用
图书馆数据库或其他权威信息来源袁列出检索源尧检索
词尧检索策略尧8 篇及以上参考文献渊中英文不限冤等袁并
根据所检索的文献对研究重点和主要观点进行综述和
评论遥 正因为我们之前的规范训练袁选手们在进行分析
题解析和 PPT 制作时虽有诸多不完美袁 但 PPT 展示环
节我们扬长避短袁把握了三个亮点袁使我校的参赛团队
在高手如云的赛场上异军突起袁获得专家评委的一致好
评遥 这三个亮点分别为院
亮点一院分析题干袁厘清研究问题遥 学生们刚拿到这
道题思维有点混乱袁通过认真研读分析题干袁界定了三
个研究问题院什么是假期经济钥为何会有假期经济钥如何
让假期经济持续健康的增长钥
亮点二院 概念界定袁 挖掘隐含词遥 首先是通过知
网百科尧 读秀检索假期经济的定义袁 在阅读文献过程
中进行检索词及相关词的梳理袁 挖掘隐含词袁 例如院
假日经济尧 节日经济尧 黄金周经济袁 在中国知网期刊
库 中袁 选 择 CSSCI 来 源 刊和 核 心期 刊 袁 检 索 式 为 院
SU=假期经济 OR 节日经济 OR 假日经济 OR 黄金周
经济遥
亮点三院文献分析和数据分析相互印证遥 通过梳理
文献袁学生们总结分析了假期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
用袁那么是否有数据支撑呢钥 检索相关数据的指标如何
选择呢钥 通过假期经济的定义袁学生们推测假期经济在
旅游尧餐饮行业会有所表现袁所以他们在 EPS 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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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青春如同一部纷呈的电影袁 一幕一幕袁 流光溢
彩遥 似乎任何事情袁 只要努力袁 就有无限可能噎噎冶
用这句话来形容刚刚经历的比赛袁 再合适不过遥 我们
从比赛初期对 野信息素养冶 的一无所知袁 到如今能熟
练运用各种检索工具解决众多 野疑难杂症冶袁 这是一场
付出后才得以收获甜美硕果的旅程遥
此次信息素养大赛围绕 野信息搜索窑知识发现窑价
值创造冶 的主题展开袁 简单来说袁 就是考验哪个团队
具备更好的信息分析尧 检索和实践能力袁 同时应用到
现实袁 去处理实际问题的比赛遥 初遇信息素养大赛袁
我们仅仅是对各种信息资源充满好奇袁 想学到更多知
识遥 于是我们便开始了一场探索之旅袁 逐渐了解什么
是信息检索袁 怎样制定有效的检索方法曰 什么是学术
论文袁 有什么规范袁 论文中又有哪些分析方法等遥 就
这样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不断摸索前进袁 最终取得了
首届 野乐妍杯冶 全国财经类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
总决赛一等奖的成绩遥
参赛提升信息素养
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大背景下袁 素养都有不同的
定义和要求遥 21 世纪是信息时代袁 在大数据背景下袁
信息的获取尧 选择以及信息技术的掌握和应用袁 不仅
直接影响知识的生产尧 科技的创新尧 成果的转化袁 而
且影响人们的工作尧 学习乃至日常生活袁 因此在信息
爆炸的时代袁 信息素养应是每个人必备的素质遥 作为
具有社会责任的终身学习者袁 应该认识到信息素养对
社会进步推进的重要性遥 而我们选择参加信息素养大
赛袁 或是觉得新奇袁 或是觉得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袁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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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同的出发点袁 就这样聚集在一起袁 开始了学习的
旅程遥 参与本次比赛的过程中袁 我们每个人对于 野信
息素养冶 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袁 现将这些体
会与感受诉诸笔端袁 与大家分享遥
大赛第一轮我们团队抽取到的主题是 野假日经
济冶遥 因为题目的开放性袁 需要我们自己分析并解决问
题遥 比赛前期的每一项准备都支撑了我们的比赛袁 我
们稳下心态袁 运用以下几种能力解决问题袁 稳步向前遥
首先我们能够探究所需信息并有效率地存取信息袁
在分析完题目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之后袁 便开始有
针对性地去各个信息源寻找有效的信息袁 例如去中国
知网 渊CNKI冤 百科库查询关键词相关定义袁 去中国知
网 渊CNKI冤 核心期刊库查找文献等遥 而当我们找到所
需要的信息之后袁 还需对其进行高效管理袁 于是我们
运用了 NoteExpress 进行文献管理遥 其次我们能够熟练
和恰当地评价信息和分析信息袁 对信息进行创造性的
表达遥 当我们基本了解题目相关名词的定义以及相关
背景后袁 便有了初步的推测袁 然而这种推测需要数据
来支撑袁 于是我们在 EPS 数据平台等数据库查找数据
并分析结果袁 从而验证我们的推测是否正确遥 在这个
过程中袁 数据源的选择和数据的分析便是我们对于所
需信息的评价和分析能力的体现遥 最后我们能够准确
和创造性地使用信息袁 并在团队中保持信息畅通袁 进
而发挥出团体合作的无穷力量遥 例如我们学会了根据
需要来筛选数据和信息遥 比赛全过程袁 团队成员分工
明确袁 沟通顺畅袁 最后才得以准确和创造性地使用我
们需要的信息遥 最终我们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过程完
整地展示给现场所有人袁 得到了专家评委的认可遥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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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红
尝试用餐饮尧客运量查找相关指标袁最后锁定中国宏观
经济月度数据库中的野餐饮收入总额冶尧 野客运量总计冶袁
数据选择 2016-2017 年遥 经过数据导出分析袁学生们发
现院黄金周假日期间袁尤其以 2 月尧5 月尧10 月我国的餐
饮收入和客运量较前一月份有明显的增长袁印证了假期
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遥
信息素养大赛的整体组织策划和培训事宜不是我
一个人的战斗遥 不论校赛的出题尧阅卷尧面试环节袁还是
总决赛备赛期间的野一周一会冶环节袁只要有需要袁图书
馆从负责人到工作人员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都会积极
配合袁针对备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专业辅导遥 对学
生而言袁这次比赛团队合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仲海旭
同学落落大方尧精神饱满尧逻辑清晰尧紧扣评分要点的展
示使我校代表队在第二轮 35 进 12 的 PPT 展示淘汰赛
中有惊无险的胜出袁而这归功于团队之前的彻夜不眠的
刻苦努力和协作精神遥 在决赛中学生们愈战愈勇袁所向
披靡袁尤其张剑有勇有谋尧胡颖淡定从容尧仲海旭自信满
满袁把野全网第一秀冶秀出了最默契的合作袁整场比赛把
团队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袁比赛现场所有的山商人为此
倍感骄傲和自豪遥
虽然这次比赛我们取得了优异成绩袁但是对于什么
是信息素养袁很多人还是一知半解袁但是很多二级学院
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袁因此他们积极将信息素养纳入到专
业培养方案中来袁虽然全校范围内接受信息素养教育的
学生比例不高袁但这次比赛大大增加了图书馆信息素养
教学团队的信心遥 我们有实力尧有能力教会山商学子获
取尧整理尧评估任何信息的技能遥 信息素养教育不仅仅可
以嵌入到课堂袁未来也可以融入到学校的各类别尧各层
次的比赛尧研究和实践活动中袁而基于项目的信息素养
训练尧基于目标的信息素养学习袁将会丰满山商学子的
羽翼袁不仅仅是考研尧考公尧就业和创业袁更能帮助他们
寻求信息应用到无数人生的决定之中遥

我们也在学习其他参赛团队优势的过程中袁 认识到我
们的不足袁 他山之石袁 可以攻玉袁 不断提醒自己要改
进袁 不断成长遥
知识与友谊共同收获
当比赛结束后再回首前期准备的过程袁 不禁感叹
并非一帆风顺袁 那时的我们觉得论文写作是一项极其
繁杂的工作袁 不仅要明确研究的核心问题袁 还要有专
业的写作语言袁 在大量阅读文献过程中还要快速准
确 地提炼学者的主要观点袁 每一项对于我们来说都
是挑战遥 而在这个不易的探索之路上有常红尧 刘慧和
沙淑欣 3 位老师来指导我们袁 还有图书馆中的其他老
师袁 他们在整个过程中为我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
建议袁 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感谢老师们对我们的培养和
指导遥
除了知识技能的学习袁 我们对于团队合作也有了
新的认识和体会遥 前期的论文讨论是团队每个成员思
想的碰撞袁 观点的交锋让每个人思考问题的全面性都
有了很大的提高曰 而在后期准备客观题和分析题时袁
我们每周末相约 2312 室一起探讨遇到的难题和困惑袁
思考解题策略遥 在这个过程中袁 我们也会有冲突和摩
擦袁 但作为一个团队袁 更重要的是要有统一的战线袁
所以在每次分歧和矛盾发生时袁 大家都会静下心来换
位思考袁 找出问题所在和自己的不足袁 及时沟通交流
并解决问题遥 对于 野团队冶 这个词袁 我们每个人在这
一次的合作过程中都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遥 团结致胜袁
成员之间需要互相理解和尊重袁 才会形成强大的凝聚
力袁 而比赛的结果也是大家共同的成绩袁 每个人的力
量都必不可少遥
历数我们比赛生涯中的收获袁 有新增的知识和实
用的技能袁 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成长遥 信息素养大赛的
结束也是意味更多挑战的开始袁 我们在这段时光里学
会使用的工具都将会变成我们解决难题的利器遥 在追
寻梦想的道路上袁 还好我们有时间和机会去学习更多
的东西袁 挑战自己袁 以期遇见更好的自己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