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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疫情视角下思想政治元素融入高校
文献检索课程的路径研究
唐 凤,

吴贝贝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图书馆, 上海 201209)
摘 要: 挖掘信息疫情下高校文献检索课程的思想政治元素, 着力解决思想政治与高校文献检索课程有机融合的途
径和方法。主要从信息素养的重要性、信息源与识别、信息检索与处理、信息伦理与安全 4 个方面入手, 将信息疫
情下的思政元素嵌入教学过程中, 切实发挥课堂主渠道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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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University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Epidemic
TANG Feng, WU Beibei
(Library,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university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under the information epidemic situation,
and strive to solve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d university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information epidemic are embedded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mainly from four aspects: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processing, information ethics
and security, which effectively plays the role of the main channel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 ideology and politic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ibliography retrieval

0 引言

生产和消费迅速而显著地增加。世界卫生组织强调
信息技术对公共卫生、公共行动、社会凝聚力和全

信息疫情 (information epidemic) 是指大量有效

球政治格局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2] 。信息时代的信息

和无效信息通过互联网或其他通信技术迅速传播

产生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各种形式的虚假

和放大的现象 [1] 。虽然这个词最初出现在 2003 年

信息每天也都在出现, 对于如何最好地分类所遇到

非典爆发期间, 但在 2020 年之前, 它在科学文献中

的虚假信息类型, 全球学者还未达成共识。信息失

使用得并不多。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rona virus

真造成了信息接受者之间的混淆, 特别是在可靠信

disease 2019, COVID-19) 爆发以来, 有关疫情信息的

息源的识别方面, 甄别虚假信息以及错误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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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疫情爆发中, 负面信息偏见 (造成 “灾难性
思维”) 和正面信息偏见 (造成 “不切实际的乐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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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行为活动。
由于 COVID-19 传染病的原因, 公民之间只能

义”) 是信息疫情造成的后果和风险之一 [2] 。在信息

通过网络、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聊天应用程序、

疫情中, 信息素养是至关重要的能力。信息素养是

电视、广播和其他沟通渠道进行信息传递, 这种互

指信息社会中获得信息、利用信息、开发信息方面

联网下通过相互关联的方式传播和消费信息, 使得

的修养与能力, 包含了信息意识与情感、信息伦理

疫情信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传播得更远、更快。因

道德、信息常识以及信息能力多个方面, 它的本质

此, 信息疫情下, 亟待提高公民的信息道德水平, 信

是全球信息化需要人们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 可以

息道德的高低映射出信息疫情爆发的舆情程度。

通过教育所培育

[3]

。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大众媒体的广泛应用, 在

引导大学生在信息疫情中防护自己健康安全的
同时, 应该对社会和国家负责, 尤其是对自己信息行

疫情期间信息传播呈现新特点, 大量信息的涌出、

为负责。提高学生的信息道德意识, 避免陷入信息

发酵极具迷惑性, 部分人群无法甄别, 最终导致 “信

疫情的漩涡中。明确大学生应该有义务、有责任承

息疫情” 产生 [4] 。为了降低信息疫情所带来的负面

担起传递可靠、权威、真实信息的守卫者角色, 避

效应, 必须提高公民的信息素养能力。而高校文献

免分享未经核实的信息, 避免造成社会的恐慌, 自觉

检索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大学生的信息

并带动他人坚决抵制谣言, 对各类信息不盲从, 不信

素养水平, 该课程在信息疫情防控期间变得尤为重

谣、不传谣, 坚持科学精神, 分析研判、独立思考。

要。高校文献检索课程在讲授信息检索、专业知识,

1.2 爱国爱党教育元素

培养信息素养、提高文献检索能力的同时, 还有塑

将战疫故事融入到文献检索课程的专业教学

造学生价值观的责任。本文着重探讨如何在高校文

中, 包括疫情下的爱国爱党、大国情怀、家国担当、

献检索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元素, 贯穿相关的思想

民族团结、无私奉献精神等元素的提炼, 激发学生

政治教育, 并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由于信

的爱国热情, 培养立志献身祖国的远大理想, 让学生

息疫情与高校文献检索课程 “息息相关”, 将信息疫

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情作为切入点挖掘课程思想政治元素, 不仅能让所

随着信息疫情的爆发, 民众无法有效获得真

挖掘的思想政治元素完美契合到高校文献检索课程

实 信 息 甚 至 获 取 到 许 多 不 良 的 虚 假 信 息 [4] 。自

中, 还能提高学生重视信息检索获得文献的价值判

COVID-19 爆发以来, 国家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果断

断意识, 避免引述不实信息、无效信息、学术不端文

措施, 制定一系列抗击疫情的指导方针。信息疫情

章以及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点所倾向的

爆发期间政府各级部门不仅做到决策和疫情信息公

文献。

开透明, 而且尽全力打压不实言论和控制舆情, 大大
提高了我国政府的公信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全

1

挖掘信息疫情视角下的思想政治

国人民团结一致, 共同抵御疫情, 涌现许多冒着生命

元素

危险奔赴前线的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在国家的每
次重大危机前面, 党员永远冲在最前线是普遍的现

2020 年伊始,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突袭华

象。随后疫情开始遍布全球, 国外疫情至今都未见

夏大地, 这场巨大的灾难以及举国抗击疫情的过程

削弱的趋势, 而我国则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防控,

本身就是一门思想政治课。深入挖掘这场战疫背后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疫情防控工作决策果断、高效有

的思想政治元素, 把当前信息疫情中涌现出来的信

序, 而不少欧美国家则应对迟缓、措手不及。巨大差

息道德、爱国爱党、国家安全、信息伦理、家国担

别的根源就在于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从一开始就有

当、无私奉献精神等思想政治元素提炼出来, 融入

了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

课程教学之中, 发挥思想政治的教育作用。

各方, 实现了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

1.1 信息道德教育元素

1.3 国家安全教育元素

对学生进行信息道德教育, 目的是促使他们遵

听从党和国家的指挥, 把国家和社会安全放在

循一定的信息伦理与道德准则从而来规范自身的信

第一位, 加强学生在疫情期间的社会责任感和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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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期间,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

例如, 信息疫情造成社会大面积的恐慌, 导致社

同抗击疫情。医务人员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同病

会秩序的紊乱, 给国家和社会以及公民安全带来严

魔奋力搏击; 科技人员夜以继日、合力攻关, 力图早

重的威胁。部分地区出现超市食品哄购和囤货现象;

日攻克病毒的关隘; 新闻记者忠于职守, 传播党和政

发烧公民聚集在医院造成大量的交叉感染, 造成医

府的声音, 报道新冠疫情和无数感人的事迹; 志愿

院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 疫情防护期间, 部分公民为

者敢于奉献、冒着可能被感染的风险默默付出, 积

了自身的利益妨碍公务人员执法现象; 少数肺炎感

极响应和配合政府的号召, 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等。

染者隐瞒病情给社会以及他人带来感染风险等。

无数个中国人坚守自己的岗位保家卫国, 在抗击新

倡导学生遵守社会管理规定, 在抗击疫情过程
中尽一份力, 尽量不给国家以及他人增添麻烦, 坚决
抵制妨碍和威胁社会安全的不正当行为, 拥护医护
人员, 齐心协力度过难关。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 积
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和标准, 做一个合格守
法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坚决抵制威胁国家及社会
安全的不正当行为。

冠疫情期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体现了其崇高
的职业操守。

2 思想政治元素融入文献检索课程的
路径
本文重点从高校文献检索课程的教学目标、章
节设计、检索结果 3 个方面加以展开论述, 尝试提

信息法律教育元素

出思想政治元素融入路径。思想政治元素不可能体

信息疫情中 “疫情” 也暗示了其发散过程中的

现在所有的教学章节中, 经过系统梳理高校文献检

危害性, 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覆盖面广, 公众获取信息

索课程知识点, 重点从信息素养的重要性、信息源

渠道多元。在分享疫情信息的过程存在着重大潜在

与识别、信息检索与处理、信息伦理与安全 4 个教

的风险, 公民应该遵守一定的法律与道德准则, 避免

学章节入手, 探讨如何把信息疫情下的思想政治元

扩散谣言引起社会恐慌。信息安全所带来的重大问

素嵌入教学过程中。

题主要是信息犯罪。

2.1 教学目标

1.4

信息犯罪是以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为犯罪手段

高校文献检索课程是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综合

实施的犯罪, 主要包括妨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

素质类课程, 教学内容不仅包括学术文献、网络信

网络信息犯罪, 此类犯罪利用网络信息功能造谣、

息检索技能的培养及学术论文写作技巧、规范, 还

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 企图破坏社会

包括信息伦理道德及信息法律法规等, 涵盖了信息

稳定, 甚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制度或者

知识、检索技能实践、人文素养教育等多个层面的

煽动分裂国家等

知识内容。

[5]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 》

将信息疫情中的信息鱼龙混杂、快速传播、真

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 “编造”、“散布” 和 “传播” 虚

伪交织和严重过载的特点, 以及干扰人们信息判断

假信息

。分享未经核实的信息, 不仅不利于稳定

和价值认知, 容易让人产生紧张、焦虑等情绪 [6] , 引

社会秩序, 还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引导学生查证

起恐慌和混乱等系列问题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政治元

信息来源、核实信息内容、寻找支撑依据、判断信

素嵌入到教学目标中, 提高信息检索获得文献的价

息真伪。加强道德建设, 对控制信息犯罪具有根本

值判断意识, 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5]

性的意义。

信息疫情下, 主要从以下 3 个层次将思想政治

职业道德精神元素

元素嵌入课程的教学目标。① 知识目标: 结合信息

信息疫情下, 社会中负面问题更加凸显, 民众对

疫情及信息疫情效应, 引导学生掌握信息素养相关

政府的信任度大大减弱, 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干扰政

的概念、原理、方法等。② 能力目标: 采用情景案

府做出科学决策, 提高社会治理难度。为了疫情防

例教学, 设计信息疫情下的检索案例, 引导学生掌握

控期间的社会逐渐稳定下来, 无数个无私奉献的中

信息发现、获取、分析、评价及利用等技能, 并进一

国人走在了最前线, 他们是中国精神的真实写照。

步提高学生获取信息的价值判断意识; 通过掌握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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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能力, 进一步延伸至解决信息疫情所带来的生活、

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以降低自己、家人和社区感染

工作、学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③ 情感目标: 引入信

的风险。关于疫情的谣言四起出现网络舆情, 不断

息疫情爆发以来的典型事件, 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

涌现的虚假信息造成了群众恐慌心理, 政府有关部

安全防范意识; 帮助学生识别疫情下可信赖的信息

门不断出现各种辟谣平台。这种疫情变成舆情的现

源, 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批判性思维; 引用正确可

象, 既与我国的网络信息管理有关, 更与公众的信息

靠的信息源, 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术道德和修养。

道德教育息息相关 [1] 。

2.2 检索结果

信息道德教育内容嵌入信息素养的重要性教学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但要教授学生检索信息的

环节。信息疫情下, 信息道德具体包括很多内容, 如

技能, 还要引导学生重视检索结果是否也符合我国

尊重个人隐私、抑制虚假信息、禁止虚假信息传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避免引用不恰当的信

维护信息安全等。明确信息活动的权利和义务, 认

息源。

识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遵循相关的法律规范。例如,

在知识目标和情感目标方面, 在信息源与识别

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疫情期间铺天盖地的疫情谣

环节, 引导学生选取信息疫情下权威、健康、合法的

言, 教学生如何甄别和打击虚假信息; 严禁散播谣言

信息源; 在信息检索与处理环节, 普及信息安全知识

造成社会恐慌; 如何缓解信息疫情下心理恐慌; 如何

及法律法规, 指导学生通过正规渠道合理合法地获

寻找和采取合理的健康信息决策来进行防护等。

取信息; 在信息伦理与安全环节, 明确信息活动的权

2.3.2 从信息源与识别章节中融入

利和义务, 指出常见的信息泄露行为及防治措施, 引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嵌入信息道德、实事求是、

导学生传播正能量信息, 自觉抵制虚假信息; 指导学

职业道德素质、诚实守信的精神等教育思政元素。

生了解参考文献的著录规则及引用规范, 了解学术

从疫情初期的恐慌心理、正确对待疫情过程中的

法律法规, 强调学术诚信的重要性

虚假信息和谣言的角度, 引导学生正视心理的焦虑,

[7]

。

在能力目标方面, 设计信息疫情下的检索案例,

克服恐慌心理; 对各类信息不盲从, 不信谣、不传

学生完成检索任务后, 利用检索结果分析、评价, 完

谣, 坚持科学精神, 分析研判、独立思考。引导学生

成一个具体任务, 加强学生的检索技能。例如制作

了解信息源的概念以及如何识别和查找信息源; 了

互联网有关疫情的搜索关键词图谱, 要求学生通过

解权威信息源和虚假信息源的特征; 学会甄别虚假

对检索结果分析和评价, 完成 PPT 制作, 进一步加深

信息等。

学生对我国抗击疫情背后故事的理解和认识, 在潜

例如, 通过结合热点虚假新闻讲解由美国大

移默化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制作的 PPT 和撰写的

学和研究型图书馆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e &

感悟作为检验学生思想政治效果的客观依据

research libraries, ACRL) 颁布的《高等教育信息素

[8]

。

教学章节

养框架》。疫情期间有专家出来辟谣指出双黄连口

对于信息技术类专业课程, 打破目前侧重技术

服液只能在特定的环境才有可能会抑制病毒, 但是

要点的知识框架, 重新规划和设计知识要素, 挖掘和

还缺少大量的临床实验, 所以说它并没有相应的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联系, 聚焦信息技术课

学证据显示能够预防 COVID-19 病毒的感染。在信

程的价值引领作用

。本文主要从信息素养的重要

息的传播过程中, 有人夸大了专家的科研结果, 也造

性、信息源与识别、信息检索与处理、信息伦理与

成了很多群众误解, 大量群众顶着被感染的风险去

安全 4 个教学章节入手, 借助 COVID-19 中的各类

抢购双黄连口服液, 这种哄抢的现象极其不利于疫

素材和案例, 结合实时信息疫情把思政元素嵌入教

情的控制。

2.3

[9]

学过程中。
2.3.1 从信息素养的重要性章节融入

进一步指出 “权威信息具有构建性与情境性”,
所谓的构建性以及情境性是指信息都具有特定的时

信息疫情下,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海量的信息必

间和空间环境, 一旦离开了特定条件的信息都是不

然包含大量的虚假信息, 这就与流行病疯狂肆虐的

完整的, 即对信息内容准确性的评估应结合相关群

现象很类似, 使得人们在需要的时候很难找到可靠

体和相应场景。信息的产生、处理、利用、传播等过

的信息来源 [4] 。在疫情期间, 人们需要准确的信息

程中会受到人为的修改或者偏差, 这些都可能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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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真实信息的失真, 传播环节越多越复杂可能造成
真实性流失的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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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针对最热门的舆情话题言论, 判断真伪,
驳斥谣言, 为学生解除困惑, 教学生注意分辨信息

结合当下虚假新闻和具体情境, 让学生意识到

来源, 避免陷入骗局或虚假广告。教导学生如何在

谣言的信息源一般是不具备权威性和可靠性的, 强

黑色文献、灰色文献查找中提高国家安全意识, 如

调疫情信息的源头是否具备医学学科背景是判断信

何防范商业机密泄露、防范大学生对不良信息的浏

息真实的重要参考依据。医学信息具有一定的特殊

览、个人信息的泄露等。

性, 需要更高标准的准确性。一般来说, 医学领域的
知名专家、科研机构、医学期刊等公开发表的观点

3 结

论

相对来说比较权威。对待自媒体的信息一定要谨慎,
课程思政设计的关键和核心在于找准契合

转发更需要谨慎, 一定要寻求专家或者老师的意见。
如果求证的结果是假的, 那么要及时采取各种辟谣
的方式, 在朋友圈提醒并说明求证来源, 借以增强权
威性和负责性; 也可以通过有关方式, 向腾讯等运营
商或者政府部门进行举报。
2.3.3 从信息检索与处理章节中融入
把爱党爱国教育、民族团结、社会责任感、职
业道德精神等思想政治元素融入到信息检索与处理

点, 将思想政治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之中,
因 势 利 导 地 发 挥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作 用。本 文 围 绕
COVID-19 下的信息疫情防控话题, 挖掘信息疫情
下的思想政治元素, 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利用专业知
识应对出现的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管理。通过疫情
素材较好地体现了专业案例实践与思想政治内容有
机结合, 有效地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观塑
造融入教学全过程。

教学环节中。例如, 通过检索工具查询世界卫生组
织 (WHO) 发布的 COVID-19 疫情最新的实时数据,
引导学生用数据来描述世界 COVID-19 疫情的演变
过程。对比之下看到中国疫情防控的显著成效, 中
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优势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缺
陷在疫情防控面前也形成了鲜明对比。COVID-19
疫情发生以来, 在了解国内外疫情发展的过程中, 课
堂中剖析产生巨大差异的深层次的原因, 从而在过
程中融入思政要素概念。通过国内外疫情防控结果
数据对比分析, 学生真切感受了国家的强大, 从而增
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激发学生的爱国爱
党热情, 培养立志献身祖国的远大理想, 意识到中国

提高学生重视信息检索获得文献的价值判断意
识, 避免引述不实信息、无效信息、学术不端文章、
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文献。教学
过程中指导学生选取权威、健康、合法的信息源; 普
及信息安全知识及法律法规, 指导学生通过正规渠
道合理合法地获取信息; 明确信息活动的权利和义
务, 指出常见的信息泄露行为及防治措施; 指导学生
了解参考文献的著录规则及引用规范, 了解学术法
律法规, 强调学术诚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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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我校 “上海市逆向物流与供应链协同创新中心 (培育)” 获批立项
日前, 上海市教委启动新一轮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申报遴选及认定工作,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公布新一轮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认定名单和下拨 2021 年建设经费的通知》, 由我校经济与管理学院牵头申
报的 “上海市逆向物流与供应链协同创新中心 (培育)” 获批立项, 建设周期为 5 年。
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是上海市教委为落实上海高校创新策源能力提升计划而设立, 旨在集聚培养一批
兼顾科学前沿和企业技术需求的高水平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构建高校主体、政府引导、多方资源汇聚的产
学研协同体, 解决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行业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 推动高
校成为支撑国家区域重大需求和上海重点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校 “上海市逆向物流与供应链协同创新中心 (培育)” 以支撑国家、上海市重大发展战略为目标, 通过
整合校内外、国内外资源, 积极响应国家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理念, 对接碳中和领域, 围绕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逆向物流信息平台体系、电商平台逆向物流循环利用协同体系设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逆向供应链金融
数字化服务平台等国家和区域重大需求开展协同创新, 开展行业应用集成、人才培养培训、管理决策支持
层面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和产业应用研究, 与中远海运集团、京东物流、赣州豪鹏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交通
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市物流协会、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等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
开展深度合作, 推动逆向物流与供应链相关领域的协同创新与产业创新发展,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上海
“3+6” 重点产业发展。
“上海市逆向物流与供应链协同创新中心 (培育)” 的获批立项, 将为我校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和电子
商务逆向物流领域进一步聚焦国家区域战略需求以及行业产业技术需求, 提升知识创新和知识服务能力, 协
同各方承担国家、区域、行业重大任务, 解决重大关键共性技术问题提供机遇。学校将以此次协同创新中心
获批建设为契机, 积极推动学科建设与产业深度融合, 支撑产业创新和发展, 不断提升区域影响力, 助力学校
学科发展和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