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与论文写作
南开大学图书馆：宋灵超



信息素养小试题——测一测你的信息素养

某大型公司有员工一万名，人员分布范围较广，
且流动性较大。现工会需要根据员工生日为员工提供
生日福利，但是工会没有员工的生日信息，只有统计
来的基本信息，Excel文件包含（姓名，性别，民族，
身份证号，部门）。

假设工会主席将这一任务交给你，请发挥你的聪
明才智提出方案获得员工的生日信息。



你是否想到了办法？

人工向所有员工统计
（易错，工作量大）

人工根据身份证提取
（易错，工作量大）

联系公司其他部门查看
（耗时、不一定可行）

编写函数从身份证号码
中提取（懂得函数）

直接搜寻根据身份证号
获得生日的Excel文件

1 2 3

4 5 6



网上的搜索结果-filetype



零借阅图书筛选方法——南开大学图书馆真实案例

 图书馆是一个知识的殿堂，但是知识太多了，也会容易导致迷路。有一些非常
好的资源，它就在那里，等着你，你却一直没有寻到它。

 读者服务部筛选出近三年来零借阅的图书共计三万余册，每人从6000本书中筛
选出有价值的图书50本，推荐给读者，要求三天以内筛选完成，请问，该如何
筛选呢？



如何筛选版呢？

 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找出零借阅图书中的好书，需要一个合理的筛选标准，
能够评价一本书究竟好不好。同时，要有一定的效率，时间有限。

 权威作者？图书销量？图书评价？与高借阅量图书的内容相关性？

 充分利用信息源：豆瓣读书，都是对图书的评价信息，利用大众数据去帮我们
筛选。

 做法：编写程序，解析豆瓣读书，通过ISBN去查询图书的评价信息，进而判断
图书的价值。



But，你以为这就够了吗？



最后结果



信息素养的概念

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这一概念是信息产业协会主席

保罗•泽考斯基（Paul G. Zurkowski）于1974年在美国提出的。

他提出的信息素养的概念：

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源使问题得到解答时利用信息的

技术与技能。



信息素养的其他定义

 信息素养是个综合性的概念，其基本内容包括：

要有信息意识

能有效地利用信息源

能对信息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并将有用的信息融合成自己的知
识体系

能主动鉴别各类信息

获取所需信息并能评价和分析
具有开发和传播信息的能力等。

 引自南开大学商学院柯平教授的《信息检索与信息素养概论》



美国2015年提出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
权威是构建的
和语境的

信息创建是过程性的 信息具有价值 研究即探索 学术即交流 检索即策略性探索

1判断权威的不同
类型（如学科知
识、社会地位、
特殊经验）
2使用工具和标识
判断来源的可信
性，了解影响公
信力的因素
3了解有学者会挑
战当前权威
4承认权威的内容
可能是非正式的，
包括各种媒体类
型
5承认自己可能正
成为某一领域的
权威，能认识到
由此需要承担的
责任，力求准确
性、诚实，尊重
知识产权
6了解信息生态系
统日趋社会化

1有效表达不同信息创建过
程的优势及其局限性
2评估信息产品的创造过程
和特定的信息需求之间是否
契合
3能区分新旧信息创建过程
和传播模式之间的不同
4承认由于包装各式不同，
对统一信息可能具有不同的
认识
5识别包含静态或动态信息
的格式的潜在价值
6测定不同语境、不同格式
类型的信息产品的价值
7具备向新的信息产品转换
知识的能力
8了解自我选择将影响信息
被使用的目的以及所传达的
信息

1通过适当的归因
和引用称赞他人的
原创成果
2了解知识产权是
由法律和社会构建
的
3能区分著作权、
合理使用、开放存
取的不同目的和特
点
4理解某些信息生
产和传播者如何和
为什么会被边缘化
5了解信息及其交
流的商品化对信息
获取、产生于传播
的影响
6充分理解隐私和
个人信息商品化的
相关问题并做出明
智选择

1根据信息鸿沟提出研
究问题，审视现存的
可能矛盾的信息
2确定适当的调查范围
3通过将复杂问题简单
化进行研究
4根据需要、环境和探
究问题的类型，运用
多种研究方法
5管理收集的信息，评
估差距或不足
6以有意义的方式组织
信息
7综合从多个来源收集
的观点
8根据对信息的分析和
解释做出合理的结论

1在信息生产中对
做出贡献的他人
成果进行引用
2在适当的层次上
为学术交流作出
贡献
3识别通过各种途
径进入学术交流
的障碍
4批判性的评价他
人在参与学术环
境下作出的贡献
5识别学科知识中
的主要资源

1决定能满足信息需求的
初始范围
2识别可能产生某一主题
或影响信息获取的兴趣团
体
3正确的利用发散性思维
和收敛性思维进行检索
4利用与信息需求和检索
策略相匹配的合适的检索
工具
5根据检索结果设计和细
化需求和检索策略
6理解信息系统是如何组
织的
7正确运用不同的检索语
言（如受控词汇、关键词、
自然语言）
8有效的管理检索过程和
结果



权威不可盲从

 2018年10月中旬，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发布一项内部调查结果，认定曾在
该机构任职的干细胞领域顶尖专家皮耶罗·安韦萨教授有31篇学术论文存在实验
数据造假，需要撤稿。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球学术界大为震惊。长达17年来，安韦萨被视为心肌
再生领域的开创者和“祖师爷”，世界各国研究者都试图追随他的脚步，实现
修复心脏这个充满希望的梦想。

 安韦萨最早在2001年发表论文，宣称利用干细胞可以实现受损心肌再生，
这一研究成果迅速引发轰动，全球学术界惊呼安韦萨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位于美国旧金山的格拉德斯通研究院心血管研究人员伯努瓦·布鲁诺回忆说，
当一些同行对安韦萨的论文提出质疑时，安韦萨反唇相讥，“你们这些家伙不
懂该怎么做实验”。“许多实验室于是回复道，‘那好吧，我们迎接挑战。我
们会再次尝试。

（以上信息引自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11/25/c_1123762835.htm）



信息不可以盲目的相信

 据看看新闻8月27日报道，8月20日，安女士和丈夫去游泳，在泳池里，两个13
岁男生可能冒犯了安女士，安女士让他道歉，但男生拒绝道歉，并朝其吐口水，
做鬼脸，还有一系列侮辱性动作。安女士老公看不下去了，情绪有点激动，便
冲过去将该学生朝水里按。

 张医生称，他们（安女士及丈夫，观察者网注）也从没说过打人是对的。之后，
男生的妈妈带着家属和朋友一起在游泳馆浴室里打了安女士。最后双方报警处
理，警方介入，安女士丈夫道歉并录了口供，警察让他们私下协调。看看新闻
Knews称，出了警局安女士老公当场给孩子道歉。

 但第二天男孩家人找到安医生和她老公的单位大吵大闹，并让安医生单位的领
导把她开除。之后，安医生情绪变得很差，并请了几天公休假。

 值得注意的是，张医生说，警方的具体说法还没出来，孩子家人就把剪辑过的
视频发在网上，各种各样的人开始抨击安女士和她的丈夫，各种谩骂。安女士
不堪卷入舆论漩涡，选择自杀。



批判性思维测试1

 妈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说话呢？我可是你妈妈呀！

 香草：那您又是怎样跟姥姥说话的呢？

假设：A这么做了，所以B也可以这么做
现实：A去抢劫，B是否也可以去抢劫呢？



批判性思维测试2

在美国与西班牙作战期间，纽约市民的死亡率是1.6%，而
美国海军的死亡率仅为0.9%。欢迎广大青年投入海军，美
国海军的死亡率比纽约市民的死亡率还要低。（美国海军
的征兵广告，引自《如何进行批判——孟子的愤怒与苏格拉
底的忧伤》）

数据不可比



批判性思维

 从广义上讲，批判性思维是指一种训练有素的自导式思维，它意在通过公正的
方法使推理的质量达到最高水平。

 简而言之，批判性思维就是自导、自律、自我监督和自我矫正式的思维。它需
要人们拥有严格的优秀标准，并注意使用这种思维；它需要人们彼此之间进行
有效沟通，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承诺克服自身天真的利己主义和社会中心
主义。

（以上两个定义引自美 Richard Paul, Linda Elder 焦方芳译《批判性思维工具》）



如何才能让自己拥有批判性思维呢？

 揭露自己的无知

 努力做到表里如一：揭露自己虚伪的一面

 学会换位思考

 不要随波逐流，要独立思考

 理清思路

 学会提问

当然，批判性思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更全面的学习，推荐三本图书给
大家《如何进行批判——孟子的愤怒与苏格拉底的忧伤》、《学会提问:批判性思
维指南》、《批判性思维工具——30天改变思维定势，学会独立思考》。

我开图书馆都有馆藏，建议借阅观看，可扫描二维码保存信息。



批判性思维与论文写作的关系

 如何发现研究点？（不知道研究些什么，不知道哪些是可以研究的？）

 如何写好一篇学术论文？（总是被拒稿？是不是你的文章逻辑不够严谨？）



如何发现研究点？带着问题读文章

 摘要: ［目的/意义］提出利用社会标签自动分类图片情感类型的方法，服务基于
情感特征的图像检索与利用。

 ［方法/过程］以Flickr 图片为例，利用PMI 算法对WordNet-Affect 词表进行预处理
形成典型情感词表; 结合Ekman 提出的6 类基本情感类型，利用标签对图片情感类
型进行标注; 并且，通过实验对分类标注效果进行验证; 最后，讨论图片特点、标
注意图、非情感标签数量对分类标注效果的影响。

 ［结果/结论］研究发现，一幅图片的非情感标签与情感标签在表现图片整体情
感类型的倾向性上具有较高一致性; 结合PMI 算法，利用预处理后的典型情感词
表标注图片的结果优于未处理的WordNet-Affect 词表; 并且，分类标注效果与人工
标注结果也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其中，快乐类( Happy) 和忧伤类( Sad) 图片的分类
标注一致性最高，惊讶类( Surprise) 的分类标注一致性最低; 分析发现，仅通过标
签标注图片情感类型的过程中，分类标注效果与图片情感的典型性、单一性以及
图片发布方和欣赏者意图、动机的差异、图片的非情感标签个数都有关系。



科研创作的四个层次

 新方向，新方法

 新方向，旧方法

 旧方向，新方法

 旧方向，旧方法

科学研究

我们的研究



如何写好一篇学术论文呢？——逻辑的严谨性

胎儿一出生即为人，对吗？反正肯定不是分娩时突然便成
人的。换句话说，胎儿一出生就是人，但在从母体出来前
一分钟，一个小时，或前一天，或前一个月，就不是人——
这种说法是很愚蠢的。在胎儿成长期间，并没有一个特别
的时间点可以被理性地批判为人，这是它从非人变成人的
时刻。所以，就如同分娩时一样，从母亲受孕的那一刻起，
胎儿就已经是一个人。



换一个说法试试？

华氏100度的气温算是热了，对吗？可气温不是突然在华氏100
度的那一刻变热的。换句话说，气温比华氏100度低1度，或5
度，或10度，天气不能算是热——这种说法很愚蠢。在气温从
华氏0度升至100度期间，并没有一个特别地时间点可以被理性
地断定：这是它突然变热的时刻。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
华氏0度和100度的天气一样热。

（爱德华·戴默.好好讲道理[M].刀尔登，

黄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如何让自己做科研时变得逻辑严谨？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社会学研究方法》第十版，豆瓣8.8分优质图书

 我馆馆藏有《社会研究方法基础》为第四版，为同一作者图书，目前状态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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