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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意识作为意识的子范畴,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梳理不同学者、360 百科、MBA 智库关于信息意识的阐述的
基础上,总结了信息意识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结合高校教师的特点给出了高效教师信息意识的内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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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onnotation of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of College Teachers
Xu Juan
Hunan Modern Logistics College
[Abstract]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as a subcategory of consciousness, is not clearly defined at present,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different scholars, 360 encyclopedias, and MBA think tanks on the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the connotation of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is summarized.On the basis of thi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teachers, the connotation definition of efficient teachers'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i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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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识

科解释信息意识属于意识的一种,和意识一样,信息意识也

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存在事物的反应,

是人类所特有的。信息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信息和信息

人脑是产生意识的基础和条件,意识时人脑的属性。物质是

获得的能动反应,表现为人的信息敏感力、信息捕捉力、观

客观存在的,物质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对人的意识有决定

察力、分析判断能力及对信息的使用与创新能力。通俗地说,

作用,意识是认识世界的一种主观形式,对物质具有能动的

就是当人们面对不懂的事或物时,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捕捉

反作用。心理学认为,意识是指人对客观存在事物的一种心

能力,能积极主动地去找寻信息、寻找答案,并且知道通过哪

理反应,是人自觉的心理活动和反映,是我们对自己主观体

些渠道、如何收集信息,寻求答案。MBA 智库也这样解释。

验的觉知,比如我们的想法、情感,我们的思想、行动。

不同的学者关于信息意识也给出了不同的界定。

《现代汉语词典》说,“意识是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

有学者认为信息意识是意识的子集,信息意识主要体现

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辞海》

在信息认知意识、信息获取意识、信息交流意识、信息安全

中对意识的解释说意识是与物质相对应的哲学范畴,而马克

意识这些方面。

思主义哲学认为,意识的内容来源于客观物质世界,意识是

曾德良、张玉辉在《论现代信息意识》中指出,信息意

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客观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识是指信息观念及信息行为倾向。信息意识不仅包括人们对

产物,但没有人脑的机能和属性,也不会产生意识,只有当人

信息的认知 、评价、控制和超越( 创新) 意识,还应该包括

脑这种高度发达、高度完善的特殊物质器官对客观存在产生

人们对自身信息行为的控制和约束意识。

反映才产生意识。意识是人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反过来

徐一新在《医学信息检索》一书中指出信息意识是一种

它又对物质有着巨大的反作用。虽然说意识与思维都是人脑

主观形式,是人们对信息需求的自觉能动反映,又称为信息

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但思维单单是指认识的理性阶段,

观念,是人们对对信息的捕捉、判断、分析和使用、消化的

而意识则包括认识的感性和理性阶段。

敏感性。

2 信息意识概念及概述

解敏、衷克定在心理学家界定意识概念的基础上,结合

信息意识作为意识的子范畴,对信息主体的行为起直接

信息素养的机制、结构思想给出了信息意识的界定,他们指

影响作用,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对意识的解释,

出信息意识是信息主体对信息认知活动的感知能力和觉知

我们可以将信息意识理解为信息意识是人类特有的对客观

能力,是在信息认知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感受积累。由信息行

信息以及信息活动的思想、理论、观点的总和,是人反映信

为觉知、信息情感、信息观点三要素和信息需求、信息应用、

息的最高级形式,是一种以客观现实为信息对象的自觉反

信息交流三阶段组成。

映。它的存在是以人自觉能动地对待信息为条件。
关于信息意识的概念,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界定。360 百

张素芳在梳理相关学者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归纳我国
图书情报学界关于情报意识、信息意识的阐释,提出信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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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界定：他指出信息意识是信息活动、信息需求在人脑中的
集中反映,是信息主体在信息认知活动中产生的感受、观点

社会的适应能力、应用能力。
根据信息意识的概念可以界定高校教师信息意识如下：

和理论的总和,是人们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主动去捕捉、判断、

高校教师信息意识是高校教师在客观存在的信息和信息活

分析、整理、利用信息的意识。

动中产生的信息认知、信息需求、主动获取、吸收、利用信

韩颖指出信息意识可从信息认知、信息情感和信息行为
倾向三个层面体现出来。

息的心理及信息行为倾向,并逐渐形成信息交流的信息情感
的能力。高校教师信息意识不进对教师自身有直接的影响,

Antonio 信息意识的心理要素的角度,认为信息意识包括
信息行为觉知(Id)、信息情感(Iw)和信息观点(Ik)三个要素。

而且对教学主体学生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教师信息意识直
接或间接影响学生质量,学生质量又直接影响学生信息素养,

张斌指出信息意识具体表现为人们对信息具有敏锐的、

可以说,高校教师信息意识与信息技术运用有相互影响、相

特殊的感受力；信息主体对信息具有持久的关注力,对信息

互制约的作用。同样地,高校教师信息意识对信息需求、信

的价值具有一定的判断力、洞察力。

息获取、信息利用和交流具有驱动和反向驱动作用。

郭太敏在《论信息素质与人才培养》中指出信息意识是
指信息主体对信息的敏锐感受度,包括对信息的识别、捕捉、
获取、分析、判断、吸取、利用能力和对信息的内化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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