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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助力资政育人∗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红色文献整理与利用实践

□宋姬芳　朱小梅　王丽丽

　　摘要　开展红色文献研究,能够助力资政育人、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首先,通过健全目录、
与专家合作、开展专题研究等举措,对红色文献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与利用.其次,中国人民

大学建设了红色文献平台,其设计架构包括资源层、功能层、服务层,同时聚合多家图书馆书目,
提供电子全文,聚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将进一步弘扬红色精神谱系,优化红色文献

平台,创新红色文献宣传,保护红色文献载体,进一步提升红色文献整理与利用水平.
关键词　红色文献　中国人民大学　整理　利用　红色文献平台

分类号　G２５６．１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２．０１．０２２

１　红色文献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

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

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１].”总
书记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阐述中,指明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三个有机组成部

分,三者是一脉相承、延续发展、不断升华、不可分割

的,同时也指明革命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
设和改革中创造的文化.

革命文化在时间范围上主要是指１９２１年中国

共产党成立至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党

领导人民在革命中创造的文化,但革命文化的历史

上限则要上溯到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的１９１９年.红色文献是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革

命文化的见证和革命精神的凝结.
对于红色文献内涵的界定,诸多学者做过研究

和探讨.赵莉认为红色文献是指在１９４９年前,中国

共产党机关、各根据地或解放区出版发行的各种文

献资料,包括党的领袖著作、党组织各类文件及根据

地出版的各种书刊、报纸、布告、命令、指示、文电和

宣传品等[２].程焕文探讨了红色文献和革命文献之

间的异同,认为红色文献并不完全等同于革命文献,
但红色象征革命早已成为全世界的普遍认知和共

识,红色文献也已成为革命文献的普遍形象表述,因
此可以认为红色文献亦即革命文献[３].笔者认为,
从党史和革命文化范畴来看,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最新理论概括,红色文献界定为１９１９年至

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

创造的一切文字记录、图像和音视频资料等.

２　开展红色文献研究的意义

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２０２１年２月

２０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习近

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大

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

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

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４].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中留下的红色文献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可以让

我们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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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２．１　助力资政育人

红色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的重

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最真实和最直接的

记录资料,对其收集、整理和研究,可以赓续红色血

脉、传承红色基因,对于弘扬革命精神,深刻理解和

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２．２　助力科学研究

文献与学术研究之间犹如“器”与“道”的关系.
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和突破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深度

发掘与科学整理,文献资料是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地

基.红色文献是历史学、党史、马克思主义等学科学

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开展研究的重要依据.全面整

理与深度发掘红色文献,才能从中发现新的研究问

题,提出新的学术观点,从而推动学术研究深入

发展.

２．３　助力文化传承

红色文献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经过战火的

洗礼,留传至今实属不易.红色文献具有很高的历

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被誉为“现代文物”或
“新善本”.通过对红色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可对其

进行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开发,达到继承历史文化

遗产的目的,是我们借以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故

事的重要载体.

３　红色文献研究与利用举措

红色文献的研究方兴未艾,很多图书馆都在积

极探索红色文献整理、利用和研究的方法和模式.
如何对红色文献进行深度挖掘和研究,发挥好红色

文献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是图书馆努力思考和

探索的问题.以下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以下

简称人大图书馆)红色文献整理实践,简要梳理一下

图书馆红色文献研究与利用的举措.

３．１　深度整理,健全红色文献目录

清晰而完整的文献目录,是对文献资源进行深

度整理与利用的基础.早在１９８９年,人大图书馆就

编制了«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５].该目录以本校

收藏的红色文献为基础,兼收其他图书馆红色文献

目录,数量达到近万条,分类细致且自成体系,包括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政

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等十七个大类,细至

三级类目,为人大图书馆拓展红色文献目录的整理

范围奠定了基础.
人大图书馆以此为基础,从２０２０年开始,更广

泛搜集和整理全国范围红色文献目录,包括国家图

书馆、上海图书馆、延安大学图书馆等,积极与这些

机构开展合作,力争多方协作建立全国红色文献联

合目录.目前已完成与上海图书馆红色文献目录的

合作与共享.

３．２　依靠学者,提升红色文献研究能力

图书馆在文献资源收藏方面具有优势,学科专

家在文献研究与利用方面更加专业.双方合作,可
以挖掘和发挥出文献资源的最大价值.人大图书馆

拓展红色文献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与院系

专家合作,拓宽红色文献研究视野;二是依托课题和

项目,深化红色文献研究.
人大图书馆拥有丰富的红色文献资源,但馆员

对红色文献的学术价值认知不全面;而红色文献是

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院师生开展研究的重要学

术资源,教师和博士研究生在红色文献搜集、利用方

面造诣较深,能较快地判断出红色文献的学术价值、
产生背景,对于学术研究前沿及未来着力点有非常

敏锐的眼光.因此人大图书馆与这些院系老师建立

了密切关系,双方通过相互参与课题、举办学术座谈

和策划专题展览等,共同推动红色文献的研究.

３．３　专题研究,拓展红色文献研究深度

开展专题研究是提高研究质量,推进研究向纵

深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大图书馆红色文献专题研究

主要围绕版本研究和学科专题研究展开,同时,由于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大学的历

史渊源,又结合校史进行了相关研究.
(１)版本研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

典和中国革命领袖著作为版本研究提供了基础.以

«共产党宣言»译本为例,«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第

一次完整的系统阐述.１９４９年前的«共产党宣言»
完整中 译 本 有 陈 望 道 译 本 (１９２０ 年)、华 岗 译 本

(１９３０年)、成仿吾和徐冰译本(１９３８年)、陈瘦石译

本(１９４３年)、博古译本(１９４３年)和莫斯科外国文书

籍出版局译本(１９４８年)等６种版本,每种版本又有

不同的印本.人大图书馆藏有除１９３０年华岗译本

外的其余５种完整中译本版本,１４种印本.版本研

究能够促使红色文献系统化、体系化,为科学研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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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效支持.
(２)学科专题研究.随着历史研究范式和研究

理念的改变,特别是“新革命史”[６]的兴起,同时借鉴

社会史、经济学等学科方法,红色文献的学科专题研

究蓬勃发展起来.人大图书馆采用新视角和新方

法,对红色文献展开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与马克思学

院专家学者共同开展“党建”“教育”两个专题研究,
编纂并出版相关文献,合力推动红色文献研究的深

化与细化.
(３)校史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

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诞生,从延安宝塔山走来,历经陕北公学、华北联合

大学、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之演进,８０余载风雨沧

桑、砥砺奋进.校史研究既是学校历史的追溯,也是

革命史、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红色

文献,可以从中挖掘出学校发展历史的演变历程、学
校机构设置的分合、学校领导人的革命历程和革命

理念、历史上著名学者和革命家的活动等,清晰展现

学校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３．４　拓展利用,提升红色文献魅力

在红色文献开发利用上,需要运用现代意识、现
代视野和现代技术,来提升数字化建设和场景化阅

读服务的水平,实现对红色文献的高效利用.首先,
加强红色文献数字化建设.一方面要有计划地将馆

藏红色文献数字化,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加大对红色

历史和革命文物等遗迹、史料、口述史的数字化采

集,以音视频、虚拟现实等形式,把红色数字资源以

活泼生动、富有创意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同时,打造

实景红色互动体验区,将红色文献展览展示和宣传

教育融入红色实景,为读者提供红色文化多维、交
互、沉浸式的阅读体验[７].

高校图书馆还可以结合思政教学和德育教育,
探索红色文献的利用和研究.例如,在阅读推广中

推广红色文献,弘扬革命精神;让红色文献走进课

堂,创新史学研究和德育工作的形式和内容;利用红

色文献建设校园红色文化,打造红色景点和红色旅

游;设计文创产品,开发红色文献的艺术价值,最大

程度发挥红色文献的作用、体现红色文献的价值等.

４　中国人民大学红色文献平台建设实践

数字化建设是红色文献开发利用的重要方式之

一,数字化使得红色文献化身千百,有利于扩大利用

范围、提高利用效率.而平台建设是红色文献书目

数据和电子全文存储、揭示的前提.自２０２０年起,
人大图书馆开始搭建红色文献平台.

红色文献平台以人大图书馆１万余册红色文献

的数字化全文为基础,并计划进一步拓展到上海图

书馆、延安大学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的红色文献.
其建设宗旨为:突出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及知识普及

性、实用性,兼顾内容上的科学严肃性及形式上的生

动活泼.
红色文献平台采取了“三步走”的建设思路:(１)

尽可能全面地收集红色文献书目信息,编订书目,既
包括本馆馆藏信息,也逐步纳入他馆馆藏书目数据,
同时对数据进行校核,确保书目数据的准确与完备;
(２)在书目信息基础上围绕专题撰写提要,即对红色

文献书目进行分类,围绕“党建”“教育”等专题撰写

提要,进行深度揭示;(３)数字化加工、数据化处理,
既通过现代数字技术,把红色文献数字化,形成电子

数据库,又通过数字人文技术方法,实现数据化处

理,提高红色文献使用效率与研究深度.

４．１　红色文献平台资源概况

中国人民大学创立与发展历史的独特性,让人

大图书馆保存了大量的红色文献.这批红色文献极

具特色.一是藏量大,馆藏红色文献达１万余册.
二是种类较齐全,学术价值高,文献内容涵盖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等十七大类,其中马恩列斯毛泽东

等革命领袖的理论著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我党颁布和实施的法律法规、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抗
日战争史料、解放区的文艺政策、文艺理论和文艺作

品等几类已成体系.三是孤本多、名人钤印本多,如
毛泽东阅读过并钤签名章的«资本论»,张闻天签名

的«马恩与马克思主义»,范文澜、吴玉章等著名学者

墨笔题名本,题为«秉烛夜谈»实为«目前形势和我们

的任务»的伪装本等.此外,馆藏红色文献出版时间

相对集中,集中于延安时期(１９３５－１９４８年)和解放

战争时期(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
作为红色文献平台的共建单位,上海图书馆的

红色文献也非常有特点.上海图书馆是国内少数几

个设立有“红色文献专藏”的公共图书馆之一,除

８５００余种１５万多册(件)图书外,还有大量报刊、
老照片、音视频文献.其文献珍本、稀本多,如收藏

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文中译本第

一版和第二版.文献类型丰富,除图书、期刊、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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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外,还有照片、传单、书信、地图、手稿、剧目单等,
以及红色主题的漫画、版画、明信片、请柬、席位册、
证件等档案资料.文献时间跨度长,从辛亥革命前

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宣传物,到五四时期的

传单,再到中央苏区的出版物,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

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上海的布告,都可在馆

藏中找到.文献地域范围广,不仅有上海、广州、武
汉、延安、北京等革命中心地区的出版物,还有东北、
山东、苏北、淮北、晋察冀、晋绥、浙东(四明山)革命

根据地的出版物[８].
目前,红色文献平台以人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馆藏红色文献为基础,资源类型包含期刊、报纸、图
书、档案等;资源格式包含书目数据、PDF等.后续

还将继续增加更多图书馆的红色文献资源.

４．２　红色文献平台架构设计

红色文献平台设计有三层结构、四个功能模块,
其架构如图１所示.

４．２．１　红色文献平台的三层结构

(１)资源层.该层存储了海量的红色文献数据

资源,既有书目数据又有电子全文数据.数据资源

层采用 MySQL数据库,利用缓存技术支持缓存数

据的持久化存储,通过数据交换技术开放接口,调用

存储在该层的全部数据资源,根据用户需求提供相

应的数据服务.
(２)功能层.功能层是红色文献平台的核心,负

责对红色文献平台各种业务功能的管理,起到承上

启下的作用,主要包括资源管理、网站管理、系统管

理.功能层在收到上层命令后,触发相应指令,对资

源层的数据资源进行调用并将结果返回至服务层.
红色文献平台以用户需求为核心,平台架构设

计包括数据管理与维护、资源检索与浏览两大业务

功能,业务功能之间互相依赖,联系紧密.首先,数
据管理与维护涉及元数据录入、数据资源审核与发

布、文件上传等模块,为资源检索与浏览提供相关数

据;其次,资源检索与浏览可实现简单检索和高级检

索,并计划在未来逐步实现全文检索,对检索结果提

供浏览等服务.
(３)服务层.服务层是红色文献平台所呈现的

网站页面.通过html语言、JavaScript等技术将存

储在平台服务器中的书目数据和电子全文资源有序

地呈现给用户并实现其页面功能,为用户提供资源

浏览与检索,该层主要由主网站和各级子网站组成.

图１　中国人民大学红色文献平台架构

４．２．２　红色文献平台的四个功能模块

(１)书目统一检索.目前红色文献联合目录含

人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馆藏红色文献,后续将陆续

搜集和整合国内外其他机构和个人的红色文献收藏

目录,并实现统一检索.
(２)全文数据库.目前以人大图书馆馆藏的

１１００余种红色文献的数字化全文为主.对红色文

献全彩、高清(６００DPI)扫描后以 PDF格式存储于

本地服务器,其余１１万余种未扫描的本地全文红

色文献,则通过书目数据链接到大学数字图书馆国

际合作计划(CADAL)资源库或上海图书馆革命(红
色)文献知识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电子全文服务.

(３)专题文献数据库.目前建设有“党建”和“教
育”专题红色文献数据库,包含“党建”和“教育”类文

献的目录和提要,并对该两类提要进行汇编出版.
后续还将继续建设其他类别的专题文献数据库.

(４)相关研究.收录并揭示红色文献研究相关

图书、课题、论文和其他各类资源,以便于用户拓展

使用.图书部分包含当前红色文献综合性、区域性、
专题性的汇编,如«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

汇编»«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陕甘宁边区教育

资料»«陕甘宁边区文献选编»等.除了文献汇编,近
些年红色文献深受重视,得到了各级课题基金的支

持,陆续有“湘西地区红色文献收集整理与开发利用

研究”“基于‘智媒体’的红色文化资源传承利用创新

研究”“横断山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整理、利
用研究”“延安时期红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课题

立项.另外,关于红色文献的研究论文也迅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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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５００余篇相关论文问世,红色文献平台也对这

些研究论文进行了收录.

４．３　红色文献平台功能亮点

４．３．１　聚合多馆书目、实现统一检索

红色文献平台聚合人大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

馆藏红色文献书目数据,未来项目二期计划将红色

期刊、红色报纸、红色档案等多类型红色文献集成于

平台,实现统一检索.平台支持全字段、题名、责任

者、索书号、专题、馆藏地等多种方式检索(见图２).

图２　中国人民大学红色文献平台统一检索功能

４．３．２　聚合电子全文、实现数字阅读

红色文献平台收录人大图书馆馆藏１１００余册

红色文献电子全文,并链接至 CADAL资源库和上

海图书馆革命(红色)文献知识服务平台,提供文献

的数字阅读服务.读者无需下载插件,即可阅读高

清PDF格式全文.同时,平台提取了收藏馆的电子

全文目录信息、版权信息等,可通过检索结果目录链

接到全文浏览界面(见图３).

图３　中国人民大学红色文献平台电子全文浏览

４．３．３　聚焦专题研究,拓展研究范畴

红色文献平台以收集到的红色文献文本为基

础,采用目录学、版本鉴定、校勘和辨伪等研究方法,
对“党建”“教育”主题的红色文献分类编纂并出版,
同时在平台上予以揭示.主题分类参考了以往红色

文献目录的分类,也结合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
下简称«中图法»),并根据当前学术研究的需求进行

了细致研究.例如,“党建”的分类在«中图法»中为

D６“党的建设”,下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党员、整
风整党运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党的建设”还需要

将“政治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
补充纳入,且“整风整党运动”作为三级目录已经不

合时宜,可入“作风建设”.
同时,红色文献平台对相关研究(图书、课题、论

文、其他资源等)进行了汇聚,用户可通过一个平台

直接获取到红色文献相关研究最新进展,拓展研究

范畴.

５　未来人大图书馆红色文献建设与服务思考

５．１　弘扬红色精神谱系,深入挖掘延安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奋斗历程中孕育了红船精

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大庆精神等红色

精神谱系.这些红色精神拥有连贯的思想内核,鲜
活生动、涵养后人.其中,延安精神具有承前启后的

重大意义,它融会贯通并升华了之前党创造的精神

成果,成为此后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精神基础.
人大图书馆红色文献的特点之一是出版时间集

中在延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从延安精神的视域

出发,考察红色文献的分类,梳理红色文献版本的源

流和传承,深入挖掘延安精神是未来人大图书馆红

色文献研究的重要方向.例如,延安精神包含着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盛精神成果,因此我们可以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梳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的译介、马克思主义日文版和俄文版译介状况,研究

毛泽东思想的相关文献、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者和

重要领导人的著作,再拓展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其他文献[９].

５．２　优化红色文献平台,构建知识图谱

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红色文献平台实现了对多馆

书目的统一检索,但是在书目数据标准化方面还需

要继续改进.不同图书馆的红色文献数据格式各

异,有 MARC 格式、DC 格式,有的是 Bibframe框

架,需要在数据标准和共享方面进一步完善,例如采

用关联数据技术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
此外,平台虽能提供读者在线阅读,但其电子版

全文的细粒度还不够.下一步,人大图书馆将对部

分主题的红色文献电子全文进行 OCR 识别,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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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时间、事件等知识内容颗粒化,以期构建知识图

谱,实现红色文献内容上的知识挖掘.

５．３　创新红色文献宣传,助力教学科研

红色文献宣传推广是红色革命精神外化的有效

手段.实地空间的红色文献展览是吸引师生的常规

宣传方式,在社交网络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微信”推
文、“B站”视频宣传已经显示出了更强大的传播效

应,人大图书馆将进一步创新和加强网络宣传方式.
此外,针对历史学院、马克思学院等有红色文献

利用需求的学院,人大图书馆将借助学科馆员,对红

色文献资源及红色文献平台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和

推广.

５．４　保护红色文献载体,开展再生性利用

红色文献产生于特殊年代,由于条件艰苦、环境

限制等原因,在纸张和印刷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
在其后的流传过程中,又经历岁月销蚀、战火洗礼,
文献的保存和保护条件较差,出现纸张酸化严重等

问题.在对红色文献的研究利用过程中,如不能加

强保护并及时修复破损,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将面

临损毁.
对红色文献的整理与利用,要建立在对其原生

性保护和再生性利用的基础之上.人大图书馆在已

有古籍修复工作基础上,向学校申请研究基金,专门

开展对红色文献的保护性利用,坚持不断优化红色

文化存藏条件,探索修复新工艺和新技术,以“保护

为基础,适度性干预,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为原

则,推动红色文献保护和修复工作全方位、多层次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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