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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人文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学问。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就是公众所具有

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实践能力[1]。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不

仅是现代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之一，还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认识，引

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对提高国家的文明程度和综合实力意义重大。

但在现实中，我国公众对人文社会科学认识不到位、缺乏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常识等问题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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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军：《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意义何在?》，〔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80



社会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7/6· ·

分突出。据 2009年江苏省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调查显示，其总体达标率仅为 11.85%[1]，故需引起

重视。

众所周知，培养公众科学素养的主要渠道有两种：正规的教育渠道和包括传媒在内的非正规教育

渠道[2]，而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培养也不例外，然而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媒介环境正经历着重大

变化。有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12月，我国移动智能终端用户规模达12.8亿台。在这样的媒介环境

下，移动媒体的接入和使用对公众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也具有了影响。本文将主要基于“数字鸿沟”

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KAP”模型，探讨移动媒体接入和使用情况与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

关系。

二、文献综述

1. 数字鸿沟与知识沟 “数字鸿沟”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9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

（NTIA）发表的《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报告中[3]。随着互联网的流行，“数字鸿沟”成为学者关

注的焦点。Attewell根据用户的使用情况将数字鸿沟分为两个层面：将电脑和因特网接入上的差距称

为“第一道数字鸿沟”，将电脑和因特网使用上的差距称为“第二道数字鸿沟”[4]。

针对数字鸿沟带来的影响，有学者把数字鸿沟与知识沟联系起来，考察接入沟和使用沟对不同类

型的知识获取的影响。有人把知识沟视为前两道数字鸿沟所带来的第三道数字鸿沟，并在实证研究

中证实了接入沟对知识获取的影响[5]，即拥有智能设备的公众能随时接入移动互联网，相比于不拥有

智能设备的个体，更容易接触到网络中的各类信息，受到媒介信息的影响更新观念。黄炎宁发现微博

使用户与非用户明显存在由接入沟导致的知识沟，微博用户倾向于获得更多的时事政治知识[6]。

在使用沟与知识沟研究方面，有人用互联网的使用频度以及互联网政治信息使用的频度来反映

使用沟，研究发现对互联网上政治信息的使用同样能预测公众对政治知识得获取，并且相对接入沟，

互联网的使用沟对公众政治知识掌握的影响更大[7]。有人用互联网使用时间、网络依赖及内容偏好三

方面反映使用沟，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网络使用有利于其政治知识的增长。互联网的使用时间及获取

相关信息的频度对个体的信息接触具有重要影响，是常用的反映使用沟的两个维度[8]。此外，信息获

取功能的熟悉度作为使用技能的一个方面，不同个体存在差异，且熟悉程度也会影响个体具体的使用

情况，个体对信息获取功能越熟悉，越能高效地借助智能设备获取所需信息。因此本研究也将把个体

对信息获取功能的熟悉程度纳入使用沟测量范围。

2. 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与媒介使用 美国学者 J.D.米勒（1998）提出了公民科学素养测量的三个维

度：对科学技术术语和概念的理解；对科学研究过程和方法的理解；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个人和社会

影响的理解[9]。之后国外又有学者提出了“KAP”模式，将科学素养分为知识（knowledge）、态度（atti⁃
tude）和实践（practice）三个层面，分别测量公众对科学技术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的了解，对科学技术

[1]马世骁、董文艳、高振东：《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指数建立与实证分析》，〔北京〕《调研世界》2011年第9期。

[2]陶贤都：《大众传媒与公众科学素养的培养》，〔桂林〕《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6期。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

[4]Attewell, P. (2001). Comment: The first and second digital divid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4(3), 252-259.
[5]韦路、李贞芳：《新旧媒体知识沟效果之比较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6]黄炎宁：《新媒体知识沟与数字鸿沟的融合》，〔北京〕《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6期。

[7]韦路、张明新：《第三道数字鸿沟：互联网上的知识沟》，〔北京〕《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4期。

[8]冯强、李彦臻：《互联网接触与政治知识鸿沟——以大学生为例的实证研究》，〔福州〕《东南传播》2010年第8期。

[9]Miller, J. D. (1998). The measurement of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7(3), 20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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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社会效应的态度，以及如何以科学的方式生活、工作[1]。本研究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测量也

将借鉴“KAP”模式，分为知识、态度和实践三个层次。

由于不同个体在移动媒体接触和使用上的差距也可能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产生影响，因此本文

的研究假设为：

H1：使用移动设备的公众比不使用的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更高。

H2：公众使用移动媒体的时间越长，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越高。

H3：公众对移动媒体中信息获取功能越熟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越高。

H4：公众越频繁地用移动媒体获取信息，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越高。

在不同媒介的传播效果方面，有学者提出大众媒体在发挥社科普及功能时存在单向性、计划性、

主体单一等不足。而移动媒体在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能调动公众积极主动参与互动、削弱自上而下

“灌输式”、“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在传播效果上可能更优于传统媒体。任磊、张超、何薇[2]在研究科学

素养的影响因素时发现，主要通过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的公众科学素养相对更高。韦路和李贞芳在

对比新老媒体使用沟对知识沟的影响后发现数字鸿沟对知识沟的影响要强于传统媒体[3]。因此本文

提出一个研究问题：

RQ：传统媒体和移动媒体的使用哪个与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关系更强。

三、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问卷法，对已有的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及需求问卷进行

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并结合同一被访者填写的移动素养问卷进行分析。

本研究中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数据来自“2016年江苏省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及需求调查”中

苏州、扬州、连云港三地的调查数据，三地分别兼顾江苏省不同地区的情况。根据科学素养研究的

“KAP”模型，本研究选取问卷中“公众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公众对人文社科及社会效

应的态度”以及“公众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运用能力”三部分的题项进行分析。

移动媒体接入、使用的数据来自调查中对同一被访者发放的移动素养问卷。在发放人文社会科

学素养及需求问卷过程中，如果被访者使用智能设备，则让其填写移动素养问卷。

2. 抽样及样本 本次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调查对象为18-69岁的社会各类人群。抽样时首先采用

PPS抽样的方法，根据江苏13个市的城乡人口数量分配社区和村的数量：苏州5个社区3个村共160
个样本，扬州2个社区4个村共120个样本，连云港2个社区3个村共100个样本。其次根据社区或村

委会提供的户主及住址信息，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在每个社区或村确定20户住户，进行入户调查时

选择该家庭中生日距离被访当天最近、并满足年龄要求的住户填写问卷。三个市共发放问卷380份，

回收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有效问卷380份，移动素养问卷241份。

3. 变量测量（1）自变量。移动媒体接入：本研究中对移动媒体的测量既包括智能手机，也包括平

板电脑、电子阅读器及可穿戴设备。只要被访者拥有任意一类设备，即认为被访者拥有移动设备，编

码为1，回答都是“否”则编码为0。
移动媒体的使用时间：被访者分别选择自己每天使用各智能设备的时长，取各选项区间的平均

[1]黄华新、陈文勇：《城乡“断层”的背后——浅析城乡公众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差异》，〔杭州〕《浙江社会科学》

2004年第5期；黄华新、李磊、俞国女：《科学传播与公众科学素养》，〔杭州〕《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1期。

[2]任磊、张超、何薇：《中国公民科学素养及其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与分析》，〔北京〕《科学学研究》2013年第7期。

[3]韦路、李贞芳：《新旧媒体知识沟效果之比较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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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作为被访者使用每种设备的时长，将每种设备使用时间加总后得到被访者每天使用智能设备的

总时间。

移动设备信息获取功能的熟悉程度：通过一组五级李克特量表测量被访者对于移动设备上网络

搜索、电子书阅读、新闻客户端、即时通讯、学习教育功能的熟悉程度（1=陌生，2=比较陌生，3=一般，

4=比较熟悉，5=熟悉），该组量表的信度α=0.869，KMO值为0.881（p<0.001），具有结构效度。

使用移动设备获取信息的频率：通过一组五级李克特量表测量被访者使用移动设备了解时政新

闻和公共事件、本地新闻和周边生活、国际新闻、健康信息、金融信息、政府公共服务信息、商品信息的

频率（1=从不，2=偶尔，3=一般，4经常，5=总是），该组量表的信度α=0.94，KMO值为 0.918（p<0.001），

具有结构效度。

传统媒体使用：借助人文社会科学素养问卷中公众获得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了解时事新闻的

渠道进行测量，对于每一种渠道，若被访者勾选则编码为 1，未勾选则编码为 0，将收看电视、收听广

播、阅读报纸、阅读杂志等传统媒体渠道的题项加总得到被访者对传统媒体的使用情况。

（2）因变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了解程度：通过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方面知识的问题进

行测量，包括5道对错判断题和15道单选题测量，被访者答对得1分，答错或选择“不知道”得0分。将

得分加总后得到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了解程度的测量值。

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态度：通过询问被访者对人文社会科学及社科普及的态度进行测量，包括9道

赞成反对题，对于正相关的题项，若被访者回答“赞成”得1分，负相关的题项回答“反对”得1分，选错

或选择“不知道”得0分。将得分加总后得到人文社会科学态度的测量值。

人文社会科学运用能力：通过询问被访者在日常行为和生活中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情况，包

括10道判断题，对于正相关的题项，若被访者回答“同意”得1分，负相关的题项回答“不同意”得1分，

选错或选择“不知道”得0分。将得分加总后得到人文社会科学运用能力的测量值。

（3）控制变量。已有的人文素养调查中可以发现，不同年龄、常住地、教育程度、收入等的个体在

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为了更准确地测量移动媒体接入和使用的影响，本研究中将

年龄、常住地、受教育程度、月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四、研究发现

1. 基本情况 从智能设备的接入来看，被访者中使用智能设

备的有241位，占有效样本的65.8%。人口因素与智能设备接入情

况如表1所示，为方便比较，本文将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三个

变量划分为高、中、低三组。

城镇被访者拥有智能设备的比例达 81.5%，远高于乡村被访

者。15-45岁的青年人拥有智能设备的比例超过90%，而46-69岁

的中老年人接入率不到 50%。低学历、低收入的被访者的智能设

备接入率远低于高学历、高收入被访者。不同群体间存在较大的

智能设备接入沟。

241位智能设备使用者具体的使用情况如表 2所示。信息获

取相关功能的熟悉程度以及使用智能设备获取信息频率通过计算

量表数据的平均值得到。

从总体情况看，被访者每天平均使用各类智能设备的总时间大约为4.42小时，对信息获取功能的

表1 智能设备接入情况

变量
性别

常住地

年龄

受教育
程度

月收入

类别
男
女

城镇
乡村

15-25岁
26-45岁
46-69岁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大专
大学本科及以上

2500元以下
2501-7000元
7001元及以上

使用者
占比

62.30%
72.10%
81.50%
50.80%
100.00%
94.10%
44.80%
39.20%
89.10%
98.20%
48.10%
81.10%
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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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程度接近比较熟悉（3.57），使用智能设备获

取信息的频率略高于一般（3.10）。城镇被访者在

使用时间、信息获取功能的熟悉程度和信息搜集

频率方面均高于乡村被访者。15-45岁被访者在

使用时间、信息获取功能的熟悉程度方面高于

46-69岁的被访者，而26-46岁被访者使用智能设

备获取信息频率最高。高学历、高收入的被访者

在使用时间、获取信息功能熟悉程度和信息获取

频率方面均高于低学历、低月收入被访者。不同

群体间智能设备的使用沟也十分明显。

从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得分来看，被访者对人

文社会科学知识了解程度平均得分为10.39（总分

为20），对人文社会科学态度平均得分为5.63（总分为9），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运用能力平均得分为

6.41（总分为9）。

从被访者获取人文社科知识以及时事新闻的渠道来看，电视仍是最主要的渠道，而通过上网（包

括PC和移动终端）获取信息已成为第二主要的渠道，超过了报纸、广播、杂志等传统媒体。

2. 使用沟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假设1进行检验，即智能设

备的接入使用是否会影响被访者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T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使用智能设备的被访者对人文社

会科学知识了解程度的平均得分（M=
12.15，SD=3.87）显著高于不使用智能

设备者（M=6.98，SD=4.55，t=- 10.826，
p<0.001）。在对人文社会科学态度方

面，使用智能设备被访者的平均得分

（M=6.37，SD=1.96）显著高于不使用者

（M=4.18，SD=2.67，t=-8.118，p<0.001）。对人文社科知识的运用能力方面，使用智能设备被访者的平

均得分（M=7.07，SD=1.78）也显著高于不使用者（M=5.15，SD=1.96，t=-9.406，p<0.001）。可见，智能设

备的接入沟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三个层面均有显著影响，假设1得到证实。

3. 使用沟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影响 表4显示移动媒体使用时间、信息获取功能的熟悉程度、

使用移动媒体获取信息的频率与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三层面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年龄与人文社会科学

素养三层面均呈现显著负相关。而性别、传统媒体的使用与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没有显著关系。

表2 智能设备使用情况

变量
性别

常住地

年龄

受教育
程度

月收入

类别
男
女

城镇
乡村

15-25岁
26-45岁
46-69岁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大专
大学本科及以上

2500元以下
2501-7000元
7001元及以上

使用者平均

使用
时间
4.48
4.33
5.08
5.38
5.11
5.52
2.77
2.81
4.65
5.96
3.25
4.80
6.88
4.42

信息获取功
能熟悉程度

3.58
3.56
3.78
3.26
3.88
4.06
2.87
2.99
3.61
4.27
3.02
3.83
4.17
3.57

信息获
取频率
3.18
3.02
3.30
2.83
2.95
3.59
2.51
2.57
3.11
3.84
2.66
3.33
3.80
3.10

表3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人文社科知识
了解程度

对人文社会
科学态度得分
人文社会科学
知识运用能力

不使用智能设备
使用智能设备

不使用智能设备
使用智能设备

不使用智能设备
使用智能设备

个数
125
241
125
241
125
241

平均数
6.98
12.15
4.18
6.37
5.15
7.07

标准差
4.55
3.87
2.67
1.96
1.96
1.78

t值
-10.826***

-8.118***

-9.406***

检验变量

***. p<0.001

表4 各因素与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相关性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掌握
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态度

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能力

性别
-0.055
-0.013
0.035

年龄
-0.259**

-0.150*

-0.193**

月收入
0.357**

0.313**

0.317**

教育
水平
0.618**

0.386**

0.456**

使用传统媒
体获取信息

0.065
0.006
0.103

使用移动
设备的时间

0.194**

0.148*

0.186**

信息获取功
能熟练程度

0.482**

0.376**

0.440**

使用移动媒体
获取信息频率

0.464**

0.399**

0.465**

*p<0.05;**p<0.01

为了进一步检验在控制人口因素的情况下，移动媒体使用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影响，本研究分

别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掌握、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态度、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能力为因变量，建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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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回归方程，将信息获取功

能的熟悉程度、使用移动媒

体获取信息频率以及移动

媒体使用时间先后引入回

归方程。最后将与人文社

会科学素养有关的四个控

制变量，常住地、年龄、受教

育程度、月收入引入回归方

程，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回归分析表明，在人文

社会科学知识掌握层面，信

息获取功能熟悉程度和信

息 获 取 频 率 共 解 释 了

25.3%的变异。在控制变量

中，常住地（β=-0.178，p=
0.001）、年龄（β=0.141，p=
0.023）、受教育程度（β=0.483，p<0.001）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掌握有显著影响，并且受教育程度对人文

社会科学知识掌握的影响系数最大。控制了人口因素后，信息获取功能的熟悉程度（β=0.194，p=0.009）
和使用移动设备获取信息频率（β=0.155，p=0.029）依然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

信息获取功能熟悉程度的影响系数仅次于受教育程度，而移动媒体使用时间的影响变得不显著。

在对人文社会科学态度层面，信息获取功能熟悉程度和信息获取频率共解释了 16.9%的变异。

在控制变量中，只有受教育程度（β=0.187，p=0.025）对人文社会科学态度有显著影响。在控制了人口

因素后，只有移动设备信息获取功能的熟悉程度（β=0.207，p=0.021）依然对人文社会科学态度具有显

著影响，获取信息频率和使用时间的影响均变得不显著。

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运用能力层面，信息获取功能熟悉程度和信息获取频率共解释了22.4%的

变异。在控制变量中，同样只有受教育程度（β=0.267，p=0.001）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运用能力有显著

影响，且影响系数最大。在控制了人口因素后，移动设备信息获取功能的熟悉程度（β=0.192，p=
0.024）和使用移动设备获取信息频率（β=0.211，p=0.01）依然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

信息获取频率的影响系数大于信息获取功能熟悉程度，成为影响系数仅次于受教育程度的变量，而移

动媒体使用时间的影响同样不显著。

从回归结果看，移动设备使用时间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三个层面均无显著影响，假设 2未证

实。移动设备信息获取功能的熟悉程度对此三个层面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3得到证实。使用移

动设备获取信息频率只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了解程度和运用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对人文社会科学态

度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假设4得到部分证实。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将互联网的接入沟、使用沟拓展到智能设备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移动互联网层面，将关注

点转向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证实了移动媒体的数字鸿沟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主

要得到以下结论：1. 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在智能设备的接入、使用方面存在较大差距。2. 拥有智

表5 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信息获取功能熟悉程度
ΔR2

信息获取功能熟悉程度
使用移动媒体获取信息频率
ΔR2

信息获取功能熟悉程度
使用移动媒体获取信息频率
所有智能设备使用时间
ΔR2

信息获取功能熟悉程度
使用移动媒体获取信息频率
所有智能设备使用时间
常住地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每月的收入情况
ΔR2

R2

人文社会科学
知识了解程度
.468（.000）***

21.9%
.284(.001)***
.261(.001)***

3.4%
.286(.001)***
.261(.001)***
-.005(.939)

0.0%
.194(.009)**
.155(.029)*
-.0.78(.167)
-.178(.001)***
.141(.023)*
.483(.000)***
-.026(.657)

22.3%
47.6%

对人文社会
科学态度

.385（.000）***

14.8%
.243(.005)**
.202(.019)*

2.1%
.248（.006）**

.203(.019)*
-.014(.838)

0.0%
.207（.021）*

.157（.068）
-.053（.44）
-.095（.153）
.119（.113）
.187（0.25）
.091（.206）

6.4%
23.3%

人文社会科
学运用能力
.433（.000）***

18.7%
.242（.004）**

.272（.001）***

3.7%
.246（.004）**

.272（.001）***

-.011（.859）
0.0%

.192(.024)**
.211(.01)**
-.058(.372)
-.105(.098)
.112(.115)
.267(.001)***
.047(.492)

8.4%
28.7%

表格中为标准化系数，***表示p<0.001；**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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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设备的个体相对于不拥有的个体掌握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态度更正面，更

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灵活地运用相关知识。3. 虽然传统媒体是公众获取人文社科知识和新闻的主要渠

道，但传统媒体的使用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没有显著影响。4. 控制人口因素之后，对移动媒体信息获取

功能的熟悉程度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掌握、态度和运用能力均有显著影响，且该因素对知识掌握的影

响力仅次于受教育程度，对态度的影响系数在所有因素中最大。5. 使用移动设备获取信息频率对人文

社会科学知识掌握和运用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其对人文社会科学运用能力的影响仅次于受教育程度。

从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影响来看，信息获取频率对人文社会科学态度没有特别显著影响（β=
0.157，p=0.068），但对运用能力影响较大，仅次于受教育程度。信息获取频率对态度影响的不显著可

能由于移动媒体内容的选择性接触。这种“选择性接触”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表现得更为明显，公众频

繁地使用移动媒体获取信息，但很可能所接触到的内容大多是与已有态度一致的信息，因此并不会引

起态度的改变。信息获取频率对人文社会科学运用能力有较强影响，可能与公众在搜索、关注的内容

类型相关。人文社会科学运用能力相关的题项均与公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相比抽象的名词、术语

的意义，公众可能更偏好了解这些实用性更强的信息，而这些内容对运用实践能力的提升影响较大。

移动媒体使用时间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没有显著影响，这从侧面反映出个体使用移动互联网的

主动性大大增强，不同个体使用移动互联网的目的以及感兴趣的话题各不相同，在同样的媒介接触时

间中所从事的活动千差万别。此外，廖圣清提出，移动媒体时代媒介使用的碎片化特征越来越显著，

而媒介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媒介的多任务行为和手机等新媒介使用时间上的“碎片化”[1]。据2014年

企鹅智酷发布的《移动媒体趋势报告》显示，60.6%的用户会在碎片时间里访问移动媒体。信息传递的

情景对于信息接受、态度改变具有重要影响，碎片化、伴随性的媒介使用行为与持续投入较长时间进

行信息搜集的行为在专注程度上有着明显不同，信息接受的效果也有所不同[2]，但这一点无法通过简

单的媒介使用时间体现出来。因此，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笼统的使用时间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个体的

媒介使用行为，它需进一步细化。

已有研究曾证实过传统媒介的使用会对政治知识获取或科学素养有所影响，但在本研究中传统媒

体的接触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并没有显著相关。两者的差距可能是由于人们的媒介使用习惯在不断

变化。新浪和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2015年发布的《90后媒介使用习惯研究报告》显示，90后

群体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是手机、互联网，对传统媒体使用十分有限，近八成不看报纸，超过半数不听

广播，43%不看杂志，二成以上不看电视，超过一半每天看电视在半小时以内[3]。从中可以发现，传统媒

体原有受众逐渐转向使用手机、互联网获得知识和信息，削弱了传统媒体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影响。

数字鸿沟研究多关注其变化趋势及产生后果的变化情况。因此未来研究可对多次调查结果进行

对比，来考察数字鸿沟以及知识沟、观念沟的变化情况。此外，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探究公众获取信息

类型偏好等因素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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