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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探索与实践

———从四川大学“学习书屋”谈起

□党跃武∗

　　摘要　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四川大学图书馆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服务专区“学习书屋”为示范,立足“大资源”,构建“大平台”,
取得“大成效”,走出了一条新时代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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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关于教育和高等教育

的系列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

次全会精神,积极落实全国教育大会、新时代全国高

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四川大学图书馆深

刻认识红色文化育人的教育价值,深度挖掘红色文

化资源,以“学习书屋”建设为龙头和示范,以文献思

政、服务思政和文化思政为主要特征,积极发挥高校

图书馆在建设优秀校园文化的主要阵地、培养堪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平台的功能和作

用,在积极开展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新实

践,全面打造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育人新样板中取

得了突出的成绩[１].

１　四川大学“学习书屋”简介

四川大学“学习书屋”是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大学图书馆以高校

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为路径,联合校内外多部门、多学

院、多机构打造的主题鲜明、特征明显、功能明确的

红色文化教育空间,是国内高校最早建立的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服务专区.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四川大学图书馆在四个图书馆

分别设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书架,成为“学习

书屋”的雏形.２０１８年１月,四川大学图书馆在江

安图书馆正式设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服务专区“学习书架”,集中展陈习近平总书记

著作和习近平总书记推荐图书,同时在线上发布专

题书目.２０１９年６月,四川大学“学习书屋”正式在

江安图书馆建成,网络版“学习书屋”同时上线(网
址:http://２０２．１１５．５４．１１４/bookhouse/).２０２０年

６月,四川大学“学习书屋”完成第一次升级,在实体

空间中增加了红色文化展览区,在网络版中增加“江
姐精神文献数据库”等特色资源和服务.２０２１年６
月,四川大学“学习书屋”完成第二次升级,进一步扩

大了实体空间的面积,成为集阅览、展览、研讨和典

藏于一体的红色文化主题空间,除新增“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多语种专题文献区,以及“习近平论中国共

产党历史”“书说历史:«共产党宣言»«红岩»版本展”
主题文化墙,还整合了图书馆和学校教务处共建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专区.
从“十九大专题专架”到“学习书架”,再到“学习

书屋”,四川大学图书馆以丰富的主题文献资源和多

样化的主题文献服务,主动服务全校各项主题教育,
赢得了校内外的广泛赞誉.“学习强国”、新华社和

«光明日报»等进行了报道:“四川大学图书馆推出主

题教育专题文献书架,建设红色文化专属阅读空

间———‘学习书屋’,为师生员工开展主题教育专题

文献、红色文化主题文献的集体阅读和研讨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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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资源及场地”[２－３].２０１９年１０月,中央“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教育指导组领导来四川大学图书馆开

展专题调研时,称赞四川大学图书馆主题教育有特

色,在深入联系学院师生,注重发挥文献优势的同

时,开办的“学习书屋”是第一家,办得很好.

２　以“学习书屋”为示范,引领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

资源开发新实践

“学习书屋”建设是四川大学图书馆全面把握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服务人才培养首要任务,具有

重要的引领性、推广性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典型

案例.以“学习书屋”为示范,四川大学图书馆走出

了一条新时代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新路

子,为打造新时代红色文化教育新样板、构建新时代

红色文化教育新体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２．１　在“大资源”上下大力气

在新时代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中,四
川大学图书馆坚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进一步整

合红色文献资源、空间资源、活动资源、人才资源和

历史资源,不断扩大红色文化资源建设和开发的广

度,开展红色文化经典推进阅读文化、红色文化资源

支撑文化育人的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川
大实践”,让四川大学的红色文化资源成为持续推进

学校“两个伟大”的重要基础.
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第二课堂”和文化推广的

“第三空间”,四川大学图书馆一直致力于巴蜀文化、
革命文化、校训文化、匠心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特色

馆藏文化资源建设和开发,除收藏有大量的马克思

主义文献之外,还收藏有极其丰富的具有四川大学

特色的红色主题文献,主要包括反映自辛亥革命以

来四川大学革命历史进程和朱德、杨尚昆、王右木、
刘伯坚、杨闇公、江竹筠等四川大学革命师生英勇事

迹的红色校史资料,«笔阵»«大声»«前进»«金箭»等
四川大学师生校友各历史时期编辑出版的红色进步

报刊,顾民元、马秀英、张国维、李慧明、毛英才、黎一

上、郝耀青、王建昌、徐达人、庹世裔等革命烈士和韩

天石、申健(申振明)等进步学生当年在校期间的红

色毕业论文,恽代英、吴玉章、蒋学模、杨伯恺、杨人

楩、杨人杞(杨东莼)、刘诗白、彭迪先、杨佑之、胡子

昂、黄宪章、陶大镛、胡寄窗等著名校友的马克思主

义研究文献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是以“学习书屋”
为示范打造新时代红色文化教育新样板重要的资源

和基础.近年来,四川大学图书馆正式出版«闪亮的

坐标:四川大学革命英烈传略»«正气横空:四川大学

革命英烈诗文选»等红色文献,积极建设红色主题阅

读空间,如纪念校友江竹筠烈士的“志炜厅”,传承华

西红色文化的“花雨厅”,纪念校友余宏文烈士和饶

世俊等烈士的“文俊厅”,纪念老校长吴玉章的“树人

厅”,纪念校友毛英才烈士的“英才厅”等.

２．２　在“大平台”上显真功夫

在新时代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中,四
川大学图书馆坚持“把红色传统发扬好”,不断提升

红色文化资源建设和开发的深度,推进红色文化教

育走出馆舍、走近师生、走向网络,不断探索红色文

化资源和图书馆服务有效结合的新途径,形成线上

线下有机结合、校内校外协同创新的高校图书馆红

色文化资源开发“川大方案”,让四川大学的红色文

化传统成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根本保障.
四川大学图书馆通过和四川大学党委学生工作

部(处)、共青团四川大学委员会、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等校内外多部门协同服务、群
策群力,以及校地合作等多种方式,共同打造“学习

书屋”等红色文化空间,采用“线下引领和线上拓展

相结合”“实体空间和主题网站相结合”的运作模式,
创新性地集成红色文献阅览、红色文化展览、红色学

习研讨和红色资源典藏,实现红色文化教育多功能

相融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党史学习教育

等主题活动中,四川大学图书馆开展了三大类主题

服务:一是深度挖掘具有四川大学特色的红色文化

资源,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资源服务;二是为全校党

支部和团支部等提供红色文化活动空间,推出灵活

多样的主题空间服务;三是为全校师生提供红色文

化教育主题展览参观和红色影视观影服务,推出生

动形象的主题文化服务.
在四川大学校友江竹筠(江姐)烈士诞辰１００周

年之际,四川大学文理图书馆建设了以江姐在校用

名———江志炜命名的主题学习空间“志炜厅”,举办

了纪念江姐诞辰１００周年主题文献展览,包括“江姐

在川大”“江姐家书”“影视戏剧中的江姐”三大板块,
陈列了“江竹筠(江志炜)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

病虫害系学生入学登记表”“国立四川大学１９４５年

度转院系学生名册”“江姐华西协合大学医院«住院

病人记录»”等珍贵的历史文献复制品,以及有关江

姐的图书资料、影视作品、海报剧照、木刻版画等多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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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的文献资源,还集中陈列展示了小说«红岩»、
江姐传记、江姐故事、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农

学图书、«红岩»木刻插画等与江姐相关的专题文献

资料,其中多语种的«红岩»图书达３８个版本.同时

“江姐精神专题文献数据库”正式上线运行,为学习

江姐英雄事迹、研究江姐人生经历和弘扬江姐革命

精神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四川大学图书馆

推出“朱德与史沫特莱”主题展和“中国共产党在四

川大学”主题文献展,“朱德与史沫特莱”“中国共产

党在四川大学”专题书目数据库将同时上线.其中,
“朱德与史沫特莱”主题展由四川大学图书馆和美国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联合主办,主要包括“伟大

的道路———朱德”“革命的人生———史沫特莱”“心灵

的对话———朱德与史沫特莱”三个部分,分别介绍了

四川大学校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主要领导人朱德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友、
第一位跟随中国八路军和新四军采访的外国女记者

史沫特莱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由于中国人民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而结下的深厚情意.
“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大学”主题文献展以丰富的馆藏

文献资源,主要包括革命烈士和红色校友毕业论文、
革命烈士珍藏图书资料、革命烈士图书借阅记录、校
友编辑红色期刊等特色馆藏以及“四川大学革命英

烈传记”“朱德与史沫特莱”“吴玉章与四川大学”“江
姐在四川大学”“张澜与四川大学”“中国共产党在四

川”等专题文献,不仅全面展现了四川大学革命师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无私奉献、
顽强奋斗的英雄事迹,而且为新时代四川大学广大

师生进一步传承四川大学红色基因、弘扬“川大精

神”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服务.
近年来,为发挥高校图书馆的红色文化资源开

发和红色文化服务优势,四川大学图书馆面向全校

师生重点开展了红色文化经典阅读推广服务,并努

力将红色文化教育活动向全省兄弟高校乃至整个社

会广泛辐射.以２０２１年为例,四川大学图书馆主办

了以“红动校园,川阅百年”为主题的第十六届四川

大学阅读文化节、以“传红色经典,抒赤子情怀”为主

题的第四届四川大学“经典守护者”中华经典美文诵

读大赛、以“聆听红色经典,共迎百年华诞”为主题的

四川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钢琴音乐诵

读会、以“我爱你中国红色经典乐曲鉴赏”“学党

史,读经典”红色经典名师导读等为主题的“青春之

我真人书屋”活动、共读“罗广斌、杨益言长篇小说

«红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人物传记«伟大的道

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等明远读书会活动,组
织全省高校参加以“百年扬帆共读史,砥砺奋进上新

程”为主题的第四届“悦读新时代:四川高校阅读文

化节”、以“铸魂百年辉煌 传承红色华章”为主题的

四川省高校大学生红色文化经典诵读大赛、以“品红

色经典,抒爱国情怀”为主题的四川省高校大学生演

讲大赛,与学校有关部门联合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新华社四 川 分 社 共 同 主 办 «穿 越 历 史 的 红 色 传

承———青年党史讲坛»系列党史学习教育节目在新

华网客户端和成都市４万多块地铁屏幕连续两个月

滚动播出,在四川省高校和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２．３　在“大成效”上展新作为

在新时代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中,四
川大学图书馆坚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大力强化

“学习书屋”“志炜厅”“文俊厅”等红色文化载体的文

化育人功能,不断提升高校红色文化资源建设和开

发的效度,着力培育“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

任”的时代新人,打造突出青春底色与青年志趣有责

任感、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有厚重感、遵循党的

要求与人民希望有时代感的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

源开发“川大经验”,让四川大学的红色文化基因成

为广大青年学子的人生底色.
四川大学图书馆结合实际,科学谋划、创新形

式,以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为路径,推动红色文化教育

深入开展、落地见效,初步达成了“红动校园”即红色

文化带动校园文化、以红色文化驱动“三全育人”的
育人实效.近年来,四川大学图书馆承担了四川大

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２０１９年思政课题重点项目“四川大学图书馆打造新

时代文化育人新体系的探索与实践”、四川大学革命

英烈研究专项项目“四川大学革命英烈传略”等科研

项目,«“红动校园”四川大学构建新时代高校图书馆

红色文化育人新体系的探索与实践»先后获得四川

大学２０２１年教学成果一等奖、２０１９年全国高校图

书馆本科教育教学创新“最佳案例”奖和２０２１年全

国图书情报创新案例大赛“优秀案例”奖等荣誉,“红
动校园———红色文化教育”系列特色阅读空间入选

中国图书馆学会２０２１年特色阅读空间风采展示活

动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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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和红色文化

教育的相关做法和经验得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以及新华社、教育部

网站、中新网、中国网、四川观察、川观新闻等的关注

和报道.例如,２０２０年第１７期«求是»杂志专门报

道了四川大学图书馆在江姐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举办

的“江姐在川大”主题文献展[４].２０２１年５月３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赓续红色血脉,为群众办

好实事»为题,报道四川大学充分利用好红色资源,
进一步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重点关注了四

川大学图书馆赓续红色血脉,用好江姐红色文化资

源,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情况[５].２０２１年５月

４日,四川新闻联播以«赓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

命»为题,重点报道了学校通过举行“５２经典悦读”
红色文献展览、“红心有约”红色励志电影观影等学

习活动,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学子学党

史、跟党走、听党话,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

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６].«人
民日报»在相关报道中表扬四川大学图书馆举办红

色经典«红岩»版本展[７]和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经验做法[８].教育部网站专门报道四

川大 学 图 书 馆 建 党 百 年 钢 琴 音 乐 诵 读 会 有 关

情况[９].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

彭清华专程到四川大学图书馆向全省高校师生宣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１０].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日,
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专程到四川大学图书馆调研.
在文理图书馆,郑富芝参观了学校教材建设与管理

服务成果展,了解了学校教材建设情况,特别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编著和使用

情况,对学校在推进高水平教材建设和管理,强化教

材教参资源服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取得的

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图书馆“志炜厅”,郑富芝

听取了“江姐在川大”等红色文献使用情况,高度评

价了学校在弘扬江姐精神,加强红色教育,传承红色

基因,培养又红又专的时代新人等方面取得的丰硕

成果[１１].

２０２１年６月和９月,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高校

巡回指导组领导两次来四川大学图书馆调研,在听

取“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

源,为师生办实事真正办实办好”的专门汇报后,对

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

充分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

题服务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图书馆党史学

习教育“有序推进、形式多样、效果初见、实事很

实”[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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