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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育顺应全媒体融合发展趋势的信息素养是提升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

更是满足旅游产业发展需要的必然要求。通过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对全媒体融合背景下旅

游专业信息素养的发展变化、内涵构成、价值意蕴与培育策略等问题进行研究。在全媒体时代

培育旅游专业学生的信息素养，有利于道德品质塑造、自主学习辅助、创新创业激励、终身发展

助力，并对旅游产业发展促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由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

道德等维度和要素内容构成的旅游专业信息素养结构模型，可以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分析框

架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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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conforming to the era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ll medi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rove the tourism major talent cultivation quality of the tourism major，but also an inevi-
table requirement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ourism industr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anal-
ysis，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connotation and composition，value implication and cultivation
strategy of tourism major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ll med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ltivating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ourism major is conducive to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students＇ moral quality，assisting in independent learning，encourag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helping life-
long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structure model of
tourism major，which is composed of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information knowledge，information ability and infor-
mation ethics，can provide analysis framework and solutions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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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技术推动与媒体快速迭代，当今世界正进

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复合叠加、连接共存与融合互

通的全媒体时代［1］。全媒体是以互联网和物联网

为中介，将传统媒体、新媒体纳入数字化和智能化平

台，综合运用图文、声像与光电等形式，全方位、立体

化、全感官展示传播内容的传播媒体形态、信息生产

方式与信息传播体系［2］。在“万物皆媒”“信息泛

在”的全媒体时代，信息呈现出随机出现、离散分

布、数量巨大和内容复杂等特征，人脑信息存储与处

理能力远远落后于信息涌现速度，获取和利用信息

比拥有信息本身更加重要，信息素养的重要性与日

俱增。
信息素养是利用信息技术开展信息活动所需要

拥有的意识、知识、方法和伦理道德［3］。自 1974 年

被提出以来，信息素养从最初纸质文献检索的图书

馆素养，发展为计算机信息检索的计算机素养，再到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全媒体信息素养。全

媒体时代的信息素养被注入算法思维、数字知识和

社会责任等内容，信息素养也拓展为涵盖创新素养、
批判性思维、大数据素养与人工智能素养的综合素

养［4］。信息素养要与特定环境、任务与需求结合，

从而解决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问题［3］。2017 年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强学生

信息素养培养的战略部署，信息素养教育成为国家

教育方针。信息素养是高校学生在全媒体时代学习

生活的基本素养，是衡量学习与发展能力的重要指

标。良好的信息素养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学习内容、
主导学习过程、扩展学习领域［4］，以获得较强的职

业适应能力、工作绩效与发展前景。
历经近 40 年发展，我国旅游本科教育在办学数

量和招生规模上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在人才培养质

量、行业发展服务能力等方面，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

有很大差距。旅游专业教育具有立足于产业实践、
面向国内外需求、依赖多学科交叉融合和以创新驱

动发展的特征，需要学生具备理论水平、专业技能和

职业素养，因此，信息素养教育是提升旅游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全媒体融合发展为旅游产业

的运营模式转变、经营理念革新、服务对象拓展和创

新业态孵化创造了重大机遇，而旅游专业信息素养

为全媒体时代旅游产业适应技术发展、产业融合、转
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是旅游行业高素

质从业人员的必备素养之一。
在全媒体时代，旅游专业信息素养的内涵构成

和培养要求等都有新变化。然而，目前学界对信息

素养共性的探讨较多，针对具体专业的研究较少，针

对旅游专业信息素养的研究更是缺乏，现有研究主

要包括旅游专业学生信息素养情况调查［5］、旅游专

业信息素养与就业能力的关系探索［6］以及旅游专

业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研究［7］等，成果数量少、
时效性差，缺乏系统论述，无法适应实践发展的新要

求，因此有必要对全媒体时代旅游专业信息素养进

行研究。

2 旅游信息传播概览

笔者主要从旅游信息传播的媒体类型、媒体功

能、信息传播方式、信息传播形态和信息内容表现五

个方面，对全媒体时代旅游信息传播形势进行总结。
第一，媒体类型。全媒体时代的旅游信息传播媒介

既包括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网站论坛、搜
索引擎和电商网站等电脑端新媒体，图片分享、影音

分享和推荐引擎等为代表的移动端新媒体，更涌现

出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设备等智能端新媒

体。全媒体时代不同世代媒体互相接纳与兼容，基

于信息技术形成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于一体的全媒

体融合平台，媒体终端向可控制、可触摸和可交互的

方向发展，为游客和旅游从业人员提供更多的选择。
第二，媒体功能。旅游信息传播包括舆论引导、信息

发布、宣传推广、社会交往、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生
活服务和休闲娱乐等功能。传统旅游媒体功能以舆

论引导、信息发布和宣传推广为主，新媒体更多地肩

负社会交往、休闲娱乐和生活服务功能，也为科学研

究、教育培训提供了便利。传统旅游媒体的舆论引

导、宣传推广和信息发布等作用目前无法被取代，旅

游类新媒体可以在扩大传统媒体影响力、增加覆盖

范围、提高传播表现和感染力等方面发挥作用。旅

游产业发展和教学科研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的互补性，实现信息活动效果的最优化。第三，主

要方式。旅游信息传播方式包括以传播者为中心的

“一对多”大众传播方式、以受众为中心的“一对一”
和“多对多”的分众传播方式两种。传统旅游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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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大众传播方式来发布旅游公共信息，旅游新媒

体以分众传播方式为主，传播方式从广普的大众传

播“人找信息”向精准的分众传播“信息找人”方向

转化，提高了旅游营销服务和旅游教育的针对性、精
准性和有效性。第四，信息形态。全媒体环境下的

旅游信息形态包括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等形态。
随着技术升级，旅游信息形态向三维立体成像、多感

官沉浸体验、人机交互和智能决策等更丰富的形式、
更多元的表达方向发展。全媒体时代的旅游信息形

式具有多样化、全息化、立体化和感官化等特征，更

利于被受众感知、理解、利用和对外扩散。第五，内

容表现。全媒体融合发展环境下，旅游信息量随着

媒体拓展而膨胀; 跨界发展与产业融合让旅游信息

领域更加多元、内容更为丰富; 社交媒体让游客、服
务者、管理者和新闻工作者等个体获得信息发布能

力，信息的用户自创性显著，也潜伏着更多的舆论风

险; 射频扫码、地理定位等技术，让原本难以获取的

游客数据、管理数据、营销数据和财务数据等触手可

及，增加了旅游行业信息管理、存储和安全保障的

难度。

3 面临的要求与挑战

全媒体融合发展重塑了旅游信息的传播形态，

对旅游专业学生、教师和从业人员的信息素养提出

了新的要求与挑战，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信息渠

道更加丰富。涵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全媒体平台

为受众提供细分、定制和多样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服

务［4］，旅游专业学生应甄别信息真伪，对比不同信

源信息。复杂的媒体生态增加了学生沉迷网络游

戏、交友和追星引发成绩下降、消极沉沦与脱离社会

的风险，著作、论文和报告的网络出版、开源下载，容

易导致抄袭剽窃、转载侵权，对信息道德提出挑战。
第二，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全媒体“去中心化”传播

中，人人都是传播的发起、参与和反馈者，旅游专业

课堂教学“我说你听”的“单向灌输”模式向师生互

动、即时反馈的“同频共振”模式转化。在线评论、
弹幕和群组讨论等互动形式，对教师信息技术、课堂

驾驭和知识储备的要求增加，课后学生能通过云文

档和在线问答等媒体协作学习，教师可利用教学平

台和通讯群组即时辅导。丰富的旅游教育传播活动

也容易引发课堂教学、道德教育和校园安全问题。
第三，信息数量迅猛增长。全媒体环境下信息产生

主体多样，良莠不齐的信息增加了信息获取难度，要

求旅游专业学生具有良好的信息鉴别筛选能力; 碎

片化信息要求学生善于整合、管理信息，形成信息关

联和知识体系; 知识半衰期缩短，对信息获取和快速

学习的要求越来越高; 个人信息的增加，对信息保护

与存储备份的要求提高。第四，传播风险不断加大。
“把关人”机制的相对弱化，让全媒体传播空间成为

虚假新闻和网络谣言的源头，也让黑客攻击、网络欺

诈有了可乘之机。网民形成意见集中、群体极化的

“信息同温层”，让旅游网络舆情危机、网络暴力和

人肉搜索等极端事件层出不穷。算法推送产生的

“趣缘化”和“圈群化”传 播 模 式 会 形 成“信 息 茧

房”，影响旅游专业学生获取其他领域的信息。这

些都要求学校加强全媒体治理，提升学生信息道德

和信息能力。第五，前沿技术引领发展。大数据技

术极大提升了旅游营销、旅游规划和旅游政府治理

的精准性，也提高了旅游专业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

教学评价的针对性; 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图像处理

和系统推荐等技术，推动了旅游助手、旅游翻译、行
车导航和机器人服务的普及; 区块链技术在旅游支

付、共享经济、财务管理和行业监管等领域逐步落

地，也在旅游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学习成果认证、
学籍学分管理和教育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发挥作

用。旅游专业学生要加强现代科技学习，培养算法

思维和编程能力，提高应对旅游行业和游客需求变

化的能力。第六，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提高。适应人

工智能主导的未来社会也是旅游专业信息素养教育

的重要任务。人工智能可替代人类完成情景简单、
目标明确、事先设置规程的信息识别、预测决策和信

息服务等工作，而思维创造、人际交往、高度非程序

化技能和肢体技艺等工作，被取代的风险较低［8］。
旅游酒店领域和人打交道的复杂工作被取代的风险

较低，由此旅游信息素养教育要注意提升学生的创

新创意、人际沟通和实践操作能力，打造智能社会竞

争力。

4 内涵解构

旅游专业信息素养应满足旅游产业发展、旅游

企业运营管理和游客美好生活的需要，适应新技术

革命、产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系统论认为

要素是构成系统的部分，结构是要素之间的排列搭

配状态，因此，旅游专业信息素养要素结构是信息素

养构成要素之间的结构要素、搭配组合与相互关系。
旅游专业信息素养要素结构不是要素的简单叠加，

而是从信息意识、信息知识到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

的不断升华，是在信息素养各要素融会贯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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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升旅游专业学生综合素质与健全人格塑造的

过程。基于全媒体融合发展的信息传播格局、旅游

产业和旅游教育活动的基本规律，将旅游专业信息

素养分为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

四个维度。每个维度之下又有若干个信息意识、信
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要素。总体上讲，信息

意识驱动信息知识获取，信息知识提升信息意识; 信

息知识支撑信息能力发挥，在信息能力发挥中获得

的经验又丰富了信息知识; 信息道德则对信息意识

塑造、信息知识积累和信息能力发挥起到了规制和

约束作用。信息素养各要素构成了旅游专业信息素

养的有机整体，见图 1。

图 1 旅游专业信息素养的要素结构模型

第一，信息意识是对信息的认知、态度和观念的

心理活动，是信息行动的起点，在信息活动中起先导

和驱动作用。信息价值意识需要旅游专业学生认识

到信息在旅游宏观发展层面以及在旅游管理服务和

全媒体运营等微观方面的重要意义。信息自觉意识

要求学生及时发现、主动获取旅游学科和行业信息，

在全媒体平台发现潜在信息的隐含价值。信息健康

意识要求学生理性面对全媒体融合的影响，培养网

络文化产品审美能力，通过信息消费陶冶情操、强身

健体和进行医疗保健。第二，信息知识是信息现象

本质及运作规律的认识与经验总和，是信息意识强

化、信息能力形成与信息道德完善的理论依据。信

息基础知识包括支持全媒体时代旅游信息活动的文

字逻辑、信息科学、新闻传播、图书情报和旅游管理

等学科知识。信息技术知识包括有关全媒体时代信

息活动的全媒体、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电子设备、旅
游信息平台等，以及旅游企业办公软件、数据库和统

计软件等的使用知识。信息安全知识包括保障旅游

活动在全媒体环境下进行的网络安全、电子政务和

电子商务安全，保障个人隐私、名誉和人格等个人权

益，以及保障发明、作品和商标知识产权等的政策法

规。第三，信息能力是通过信息活动解决问题的能

力，信息能力受信息意识、信息知识和信息道德支

撑，是最能体现信息素养高低的要素。信息需求能

力是形成、明确和表达旅游信息需求的能力。信息

获取能力是掌握信息检索方法进行旅游信息回溯和

前沿探索的能力。信息评价能力是判断旅游信息价

值和准确性、评价信息质量的能力。信息管理能力

是处理全媒体信息内容、存储备份和更新信息的能

力。信息利用能力是利用旅游信息资源和技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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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做出决策、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创新能力是

创造性地利用信息形成新观点和新成果的能力。信

息传播能力是通过全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内容，掌握

游客等信息受众心理的能力。信息消费能力是利用

全媒体平台和智能设备从事休闲娱乐、智慧旅游等

信息消费活动的能力。第四，信息道德是信息活动

应遵守的道德操守、责任担当和行为规范等，能引导

信息活动、规范信息行为、调节信息主体的关系。信

息道德观念是遵守信息行为规范、道德伦理与信息

政策法规等的态度意识。信息道德规范是不进行传

播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欺诈、造假抄袭和使用盗版

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约束性规范。信息道德行为是标

注文献来源、尊重知识产权、保证全媒体信息公开等

的积极性行为准则［9］。

5 价值意蕴

5． 1 实现立德树人目标

第一，实现育人目标。信息道德教育有助于培

养德 才 兼 备、具 有 较 高 职 业 道 德 的 旅 游 专 业 人

才［10］。第二，规范信息行为。全媒体环境下低级庸

俗与色情暴力等不良诱导频繁出现，信息素养教育

有利于规范学生信息行为、规避网络风险。第三，维

护信息安全。全媒体传播常见的病毒黑客、非法网

贷等问题严重威胁学生安全和旅游行业安全，信息

素养教育可提升学生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能力。
第四，营造和谐环境。旅游专业国际化办学为错误

思潮渗透创造了条件，信息素养教育可以为学生提

供思想免疫，有利于高校稳定。
5． 2 提升专业学习效果

第一，革新课堂教学。全媒体时代兴起的翻转

课堂、在线课程和研究学习等教学方式在旅游专业

教学中普及，教师可积极利用先进的教学方式来提

高自身信息素养，成为连接学生与知识的桥梁纽

带［11］。第二，加强自主学习。全媒体时代信息超载

成为常态，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信息素养有助于学生

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调控学习活动，获得成功体验。
第三，促进实习实践。目前旅游专业学生实习选择

余地小、实习满意度低，信息素养教育可以促使学生

利用全媒体主动了解旅游行业动态、优化实习效果，

为行业留住人才。
5． 3 培养科研创新兴趣

第一，激发科研兴趣。全媒体融合发展引发旅

游行业深度变革，信息感受敏锐者可以从旅游现象

中捕捉信息、产生创新灵感。第二，发现研究问题。

信息素养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掌握旅游学科发展基

础，发现研究问题、确定研究方向，提高学术洞察与

问题意识。第三，检索学术资源。信息检索方法可

以让学生充分利用全媒体信息渠道来获得优质的旅

游学术资源，避免重复研究、提高研究质量。第四，

解决研究问题。旅游专业是典型的跨界交叉学科，

文献阅读让师生立足学科交叉点，跨学科解决旅游

专业问题。
5． 4 满足就业创业要求

第一，增强就业意识。良好的信息意识将转化

为旅游专业学生积极的就业意识，促进学生端正就

业态度、做好职业规划，持续追踪就业市场动态。第

二，获取就业信息。良好的信息获取能力可以帮助

学生获取量足质优的就业信息、得到更多就业机会，

甄别招聘信息、避免“就业陷阱”。第三，优化就业

策略。信息存储与利用能力可以让学生有效积累素

材，形成优质简历; 信息传播能力让学生通过网站、
微信、头条和美篇等全媒体渠道传播简历、展示自

己。第四，培养创业能力。旅游创业活动的机会识

别、商业模式设计、产品开发、路演评审答辩和投资

人沟通等环节都离不开良好的信息能力支撑。
5． 5 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第一，提升个人素质。全媒体时代的旅游人才

需要学习旅游、文化、医疗、教育等多元知识，培养高

端服务、跨界融合、快速学习与国际交流能力，成为

“跨界通才”。第二，增进职业适应。无边界职业发

展路径成为未来旅游行业的主流，旅游专业毕业生

多数处于频繁的行业、岗位和部门变动中，职业技能

的学习、工作方法的掌握和职业环境的融入等都离

不开信息素养的支持［12］。第三，进行职业管理。职

业生涯延长、工作岗位变动将在未来成为包括旅游

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常态，这要求学生在信息素

养支持下主动设计职业生涯、打造个人品牌、更新知

识结构。第四，创造美好生活。信息素养教育有助

于公民在全媒体环境下降低生活成本、创造生活便

利、满足社交需求、实现自主旅游、保持身体健康、规
避危机风险，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5． 6 适应产业发展需要

第一，符合产业特质。全媒体融合发展下的现

代旅游业具有数字创新、产业融合、需求多元、新业

态涌现和全球发展等特征，信息素养是旅游从业者

的基本要求。第二，应对高风险性。新冠疫情和中

美关系等风险因素以及网络舆论的复杂多变，增加

了旅游行业的脆弱性，学生要提高危机应变、舆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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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与应急管理等方面的信息能力。第三，适应发展

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旅游产业需要积极为

国分忧，主动肩负缓解中美矛盾、对接“新基建”、提
升文化软实力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等重大使

命。良好的信息素养有助于应对复杂的内外挑战。
第四，实现高质量发展。旅游是“三高”( 高技术、高
附加价值、高人力资本含量) 、“三新”( 新技术、新业

态、新发展) 产业，信息技术是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引擎［13］。信息素养教育与旅游专业教育融合，可

以更好地满足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6 培育策略

6． 1 信息意识素养培育

第一，信息价值意识。利用全媒体平台，通过专

家讲座、企业走访、社会调查和网络调查，让学生接

触旅游行业和学术科研，体会旅游信息价值。第二，

信息自觉意识。旅游专业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启

发学生关注旅游专业领域和行业人物，培养信息敏

感性。第三，信息健康意识。教师应帮助学生培养

网络审美和信息鉴赏能力，营造至善至美、健康向上

的网络氛围; 依托旅游接待业资源，开展医疗健康、
养生保健、膳食营养、身心健康和疾病防治等旅游专

业健康信息素养教育［14］，促进学生健康生活、文明

消费与文明旅游，引导学生在医疗、保健和康养旅游

等新业态就业。
6． 2 信息知识素养培育

第一，信息基础知识。强化学生的中英文基础，

为旅游行业的跨文化交流提供基础; 通过计算机基

础、编程算法、旅游信息系统和信息检索等课程，为

学生在全媒体环境下运用信息思维和信息能力解决

问题奠定基础。第二，信息技术知识。让学生掌握

计算机、移动设备和多媒体设备操作维护，熟悉教

学、图文影音、统计和财务等软件以及旅游酒店信息

系统的操作使用。第三，信息安全知识。让学生认

识到全媒体环境下信息污染、隐私泄露和信息犯罪

的严重性，掌握信息备份、病毒查杀和声誉维护等信

息安全活动技能［14］。
6． 3 信息需求素养培育

第一，信息需求形成。引导旅游专业学生将模

糊的信息需求转化为程序语言和检索词组合等专业

需求，对全媒体不断拓展的信息源和信息需求进行

分类，促进潜在信息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15］。第

二，信息源选择。明确全媒体环境下不同信息源的

信息产生途径、呈现形式和获取方式，能够选择合适

的信息源，并不断探索新的信息源。第三，信息兴趣

培养。教师以旅游学界和旅游行业趣闻轶事为线

索，让学生把感兴趣的旅游问题变成科研课题，通过

课程论文、创新项目和参与课题等方式，培养学生的

旅游学术研究能力。
6． 4 信息获取素养培育

第一，信息检索过程。在全媒体环境下，获取优

质信息就是学习的过程，因此要让旅游专业学生树

立“搜索即学习”的观念，熟悉专业垂直搜索、社会

化搜索和跨媒体搜索等搜索方式，学习使用去哪儿、
飞猪、马蜂窝等专业旅游软件进行搜索，选择与信息

需求匹配的检索方法和检索工具，学会调整检索范

围，提高文献查全率和查准率［14］。第二，检索结果

筛选。熟练掌握中国知网等学术检索平台，掌握检

索结果筛选原则，通过调整信息源、检索工具和检索

方法，提升对检索结果的甄选能力。第三，前沿动态

追踪。教会学生利用电脑、手机和智能设备等媒体

平台，锁定旅游专业信息主题，关注和追踪国内外的

旅游前沿信息和发展动态。
6． 5 信息评价素养培育

第一，评判信息质量。针对全媒体时代的信息

过载和信息碎片化问题，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学

会评价不同来源的信息，发现错误信息、误导信息与

谣言信息［14］，做到科学理性、明辨是非。第二，提炼

有用信息。根据需要筛选旅游教学、科研和产业等

信息，剔除冗余内容，分析信息的内在逻辑与隐藏含

义，提炼信息成果。第三，评鉴专业信息。基于科教

融合与教学相长原则，针对旅游学科热点问题，指导

学生根据旅游学术论文的引用情况、影响因子、作者

情况和基金项目，基于旅游研究目标的相关性、思想

观点的先进性、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研究内容的时效

性等标准，评价旅游研究文献质量和研究的可行性。
6． 6 信息管理素养培育

第一，信息处理能力。针对全媒体平台良莠不

齐的旅游信息，学会校验、处理信息，转换信息格式，

并根据主题内容和来源出处等标准描述标引和区分

排列信息。第二，信息存储能力。针对全媒体平台

数量庞大的旅游信息，学会使用电脑、手机等硬件载

体以及网盘、云笔记等云存储技术保存内容，建立目

录索引，快速准确地定位、检索和使用信息。第三，

信息整合能力。针对全媒体平台碎片化的旅游信

息，运用思维导图和文件管理等工具，提炼中心思

想、明确信息关联，将新知识整合纳入旅游专业学生

的能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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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信息利用素养培育

第一，解读信息内涵。运用逻辑分析、文献计量

和语义网络等方法，挖掘旅游产业信息和学术信息

的内涵、意义和关系，以图示表格、动态图形和社会

网络等形式表现。第二，提升研究能力。利用全媒

体时代旅游信息主体多元、内容丰富等优势，通过数

据挖掘和分析技术，提高旅游客流、游客行为、旅游

舆情和旅游营销的研究水平。第三，解决实践问题。
将信息素养置入旅游专业的新生教育、课程学习、实
习实践和考研求职等场景，培养学生从事网络营销、
电子商务、会议签约和全媒体运营等旅游技术工作。
6． 8 信息创新素养培育

第一，学习过程创新。旅游专业教师要教会学

生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发表见解，形成独立思想，培

养批判精神和实证精神。第二，专业实习创新。在

旅游行业实习中，提前学习行业新闻、论文著作和行

业标准等内容，以专业信息为依据，在实习中有的放

矢地向实践学习。第三，学术研究创新。培养旅游

专业学生科技查新、文献综述、研究选题与论文写作

等科研基本功，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第四，产业实

践创新。带领学生通过全媒体平台搜集旅游策划与

商业运作的文献和案例，以信息创新引领旅游商业

模式、产品业态、客户服务和营销模式等创新。
6． 9 信息传播素养培育

第一，传播内容的优化。注意信息传播内容的

渠道权威、真实可信、论证准确与平和理性，可使用

图示表格、图文影音、虚拟图像等多种表现形式，提

升传播效果。第二，传播媒体的使用。掌握全媒体

平台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不同特征，考虑传播内

容与传播媒体的匹配性，明确旅游市场调研、企业实

习和求职应聘等不同场景的媒体操作规则和媒体使

用礼仪。第三，受众关系的协调。尊重沟通对象的

价值观、习俗与信仰，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调整沟

通行为，处理好与不同旅游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
第四，传播促进发展。带领学生与专家学者进行交

流，开拓视野，通过信息交流能评价成果价值、促进

知识完善，还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6． 10 信息消费素养培育

第一，信息产品消费的培育。应适应全媒体时

代消费电子和智能设备产品的创新潮流，引导学生

将信息产品运用于智慧教学、智慧办公、智慧旅游和

智慧酒店等场景，提高在全媒体时代的学习和生活

能力。第二，信息服务消费的培育。研究全媒体融

合发展特征，教会学生比较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优

劣，学会利用不同媒体获取图书、论文、文件和研究

报告等信息资源，并掌握网络接入、内容订阅、软件

服务和电子商务等信息消费技巧。第三，信息理性

消费的培育。培养学生理性的信息消费习惯，合理

规划、量入为出地进行网络购物，使之能寓教于乐、
张弛有度地进行网络游戏和网络娱乐活动，避免沉

迷网络游戏、影响学习生活。
6． 11 信息道德素养培育

第一，树立道德观念。发挥旅游专业优势，践行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利用国内外全媒体渠道

积极开展民间旅游外交、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实现旅

游的民心相通功能，以旅游发展为国家和全人类谋

福祉。第二，遵守道德规范。旅游市场调研不能违

背对象意愿、不能透露对象信息、不能杜撰结果，避

免滥用信息技术，不用信息技术进行非法牟利。在

导游词创作、旅游策划和产品设计时不剽窃他人成

果创意和发明专利［14］。第三，优化道德行为。发挥

旅游行业的服务优势，将接待服务意识养成与信息

道德规范养成相结合，遵守全媒体环境下的旅游传

播礼仪，保守旅游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游客个人隐

私，尊重游客和公众的言论表达、信息接触和信息活

动参与权。在撰写旅游学术论文时应注意文献使

用、引证标注等学术规范［10］。

7 结语

笔者以全媒体融合发展为背景，总结了全媒体

时代旅游信息传播的基本情势，分析了全媒体融合

发展对旅游专业信息素养的新要求与新挑战，对旅

游专业信息素养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分析解构，在此

基础上，指出全媒体环境下开展旅游专业信息素养

教育的重要意义，提出了针对性的培育策略。全媒

体时代旅游信息传播在传播媒体类型、媒体功能、信
息传播方式、信息传播形态和信息内容表现等方面

都有显著变化，旅游专业信息素养是全媒体时代旅

游产业适应技术进步、产业融合、转型升级与高质量

发展的保障，决定了学生的行业胜任力，更是旅游行

业高素质从业人员的必备素养之一。全媒体传播导

致传播渠道更为丰富、传播主体更为多元、信息数量

激增、传播风险加大，技术引领旅游产业发展以及新

技术对旅游人才素质的要求升级等因素，都对旅游

专业信息素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旅游专

业信息素养由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

道德四个维度和若干要素构成，彼此之间存在相互

依存、相互促进与约束规制等作用机制。在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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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开展旅游专业信息素养教育，有利于提升旅游

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培养科研兴趣，使之投身创

新创业实践，助力学生终身发展，最终培养出德才兼

备、适应旅游产业未来发展的高级人才。基于信息

素养要素结构模型提出的信息素养培育策略，可以

为旅游专业信息素养教育的培养方案制定、教学内

容选择、教学模式与方法设计等活动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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