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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图书馆以文化人的途径、方式与机制

□郑清文∗

　　摘要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以文化人是高校图书馆的时代使命和特色优势.高校

图书馆文化底蕴深厚,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其以文化人的主要途径为环境滋养和活动培育,
主要方式为濡化与涵化.为了更进一步探究高校图书馆的以文化人机制,文章基于学习服务活

动视角,从一种场景精神际会、两种形式(资源服务形式与素质培育形式)协同增效、三种要素(情

境、资源、支架)动静交融、四种特征(共生性的要素协同、沉浸化的整体化育、螺旋式的交互递进、
共同体的动态生成)整体呈现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解析,并结合北京大学图书馆建设大钊阅览室

开展革命文化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加以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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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在２０１８年北京

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立德

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
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

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
公德、严私德.”德育是五育之首,人无德不立,育人

的根本在于立德,高校要教育引导学生做到“四个正

确认识”,学会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看问题、想
事情,才能培养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需要

的“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加强文化育人是高校图书馆立德树人的时代使

命.立德树人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与中

心环节,以文化人是立德树人的机制表达.２０１９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中指

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

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图书馆的

产生与文化的传承紧密相关,历来被视为文化的殿

堂和宝藏,通过文献延续和传播文化.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新时代的高校图书馆要积极承担时代使

命,着力加强文化育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

蕴涵,丰富优秀的文化内容和载体形式,在方式上注

重持续滋养和潜移默化,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价值引领和精神塑造有机统一,不断提升立德树人

的质量和效果.
实现以文化人是高校图书馆立德树人的特色优

势.高校图书馆是知识的殿堂和象征,是文化的中

心和重镇.“文献是人类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播的重

要手段”[１],高校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丰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汇聚交融

于此,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氛围浓郁、文化载体多样,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多样的方式方法,可以创

设优良的文化环境,丰富立德树人的形式,创新以文

化人的方式,满足不同场域、不同主体的思想政治教

育实践的实际要求,促进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有机

结合,实现教育质量的有效提升.
那么,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可以通过哪

些主要途径和方式实现以文化人,具体机制是怎样

的? 本文拟就此展开探讨.

２　高校图书馆以文化人的途径与方式

以文化人,文是核心内容,化是方式方法.“渗
透性是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文化不是孤立存在

的,文化育人也不可能脱离其他教育形式而孤立地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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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２]服务立德树人,推进以文化人,需要激活图

书馆各类思政元素,拓展教育资源、丰富育人载体、
创新服务手段,“如盐化水”般将其融入各类课程和

文化活动,以实现“如鱼在水”的成效.结合思想政

治教育和图书馆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实践经验,
笔者概括出图书馆以文化人的两种主要途径为环境

滋养与活动培育,两种主要方式为濡化与涵化.

２．１　两种途径

２．１．１　环境滋养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

也创造人.”[３]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蓬生麻中,不扶

而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体现的正是环境对人

的重要性.环境是人生存的文化世界,文化环境是

各种空间、各种时间进程中支持并影响人的学习生

命存在及其活动,促进人的自我实现和优化的各种

文化因素的总和[４].
高校图书馆作为文化中心,文化底蕴深厚,文化

底色鲜明,文化氛围浓郁,其所建立的文化环境是知

识海洋、智慧圣殿、文化宝藏和精神家园,经过认真

甄选、序化和优化的浩如烟海的馆藏文献,种类齐

全、内容丰富,典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等领域的丰硕成果和文化果实,汇聚着古今中外专

家学者们的智慧结晶和思想精华,学生置身其中可

以感受真善美的魅力,思想得到启迪、心灵持续温

润、人生不断陶冶.
除此之外,充满文化气息的布局设计,安静幽雅

的阅览环境,真诚热情的服务态度,以人为本的暖心

关怀,文明有序的制度规范,刻苦求知的良好风气,
也能促进学生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涵育素养.这种

熏陶和滋养是全方位、深层次、可持续的.

２．１．２　活动培育

高校图书馆的文化育人,不仅体现在相对静态

的环境熏陶和滋养上,还展现于动态的文化活动之

中.活动整合环境中各类文化要素,需要经由主体

的内化过程,才能达到“化人”的效果.信息服务的

使用价值往往以“活动”的形式存在[５],“信息服务活

动包括信息服务产品的生产活动和服务行为的对接

活动”[６].
高校图书馆组织的各类主题活动为学生提供了

更加多元的文化盛宴,展览、讲座、沙龙、竞赛、工作

坊、图书漂流、影视欣赏、创客活动、阅读服务、真人

图书馆等活动,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吸引

了众多学生的参与,扩大了图书馆在校园内和学生

中的影响.这些文化活动蕴含着丰富的思想价值、
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将各类

文化内涵渗透于活动的各个环节,作用于人的身体、
心理和精神的各个层面,在知识互动、情感升华、心
灵触动中使得人的思想意识、心理特征、行为习惯等

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进而内化为学生的思

想观念和价值理念,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高校图书馆的文化活动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设计

将这些资源和要素有机整合起来,按照学生的成长

规律和学习逻辑加以科学地组织和有序地呈现,让
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于具体的活动情境里获得更好的

体验、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收获.图书馆要研究和

认识学生的成长需要,积极满足需要,同时要在更高

水平上促进学生生成新的发展需要.图书馆融入学

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之中,从具体而微的环境布置,到
一次温暖的检索体验或阅读收获,都蕴涵着文化和

教育的价值.因此,图书馆是文化育人的独特场所

和特色力量,文化活动可以让图书馆更富有教育意

义,使学习生活于图书馆实体场所或虚拟空间的学

生获得更多的成长.

２．１．３　环境滋养与活动培育的关系分析

上述两种途径,是从施教者或组织者的角度,基
于相对的动与静的一种区分.其中环境滋养相对静

态,预设各类文化资源,方式侧重潜移默化,更为日

常化;而活动培育相对动态,随着活动推进串起一系

列文化资源,更为行动化.在实际作用过程中,二者

经常是互为支撑、贯通融合的.在环境滋养过程中,
个体原有的认知需要同环境中的文化内容进行有效

互动,进而在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逐渐内化并转换

成自己的认知,同时文化活动常常处于或创设一定

的文化环境,在开展过程中个体也会不断接受环境

的滋养和熏陶,时常隐性地处于环境的感化和润化

之中.

２．２　两种方式

２．２．１　濡化

濡在汉语中有沾湿、润泽之义,濡化可解释为

“滋润化育”.濡化在人类学领域常被界定为“人类

个体适应其文化并学会完成适合其身份与角色的行

为的过程”,用以指代文化所代表的一套思维、信仰、
价值观等与个体相融合的过程[７].濡化更多指向同

一文化群体中代际间的文化传递和延续,重在纵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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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是一个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学习、体悟的过程.
个体受教者,在教育者所创造的蕴含社会群体的思

想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教育环境中耳濡目染,逐渐掌

握所属群体的信仰和价值,形成“原初的信仰”,并基

于此对外界事物做出取舍,形成相应的社会心理结

构[８].在外在文化环境和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认
知、情感、信念等多方面发生质的变化.在高校图书

馆中,既有有意而为的教化和灌输,也有隐性潜在的

润化和感化,让相关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道德伦理

内化于心.

２．２．２　涵化

涵在汉语中有浸润、包容之义,涵化可解释为

“涵养化育”.涵化在人类学中指的是“由不同文化

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因持久地相互集中的接触,两者

相互适应、借用,结果造成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模

式发生了大规模的文化变迁.”[９]涵化更多指向不同

文化之间的接触和采借,重在横向交流,“相互采借、
接受对方文化特质,从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的

过程与结果”[１０].在教育过程中,涵化除了上述含

义之外,还指类似于皮亚杰的同化概念,在认识过程

中,个体已有的文化结构与环境的接触和相互作用,
将环境因素纳入个体已有的图式之中,引起图式的

量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的涵化,是个体作为自主

行为的主体对于环境中的文化要素进行整合的过

程.”[８]在新的文化与个体已有文化观念的交流碰撞

中,实现文化的适应与认知的发展.文化具有一定

的连贯性和延续性,涵化以对文化的理解、接受、认
同为前提,文化素质越高、视野越开阔,则对新的文

化越有兴趣,更能基于自身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

从中汲取精华,反之则兴趣越淡,汲取能力越弱.

２．２．３　濡化与涵化的关系分析

濡化侧重于纵向传承,描述同一文化内部的代

际传递,类似同质性的保存和遗传,而涵化侧重于横

向交流,描述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借鉴、采借有益文化

因子,类似于更新性的变化和创新.濡化与涵化都

是教育过程中所必需的,同一教育过程就有濡化、涵
化两种情形同时发生.“对与教育者相同的文化背

景的受教育者来说,教育是濡化,而对来自于一些亚

文化的受教育者来说,教育则是涵化”[８].
高校图书馆汇聚着多元的文化,外来文化与本

土文化共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汇聚,需要区分不同群体的文化背景和

需求特点,因材而化,促进濡化与涵化两种方式的协

调统一、有机融合,汲取有益营养、避免冲突失调.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以文化人是以人为根本,

以文为内容,以环境滋养和活动培育为途径,以濡化

和涵化为方式,综合运用教化、浸化、润化和启发、暗
示、感染等多种方法来实现立德树人和铸魂育人.
这种“化”是一个相对潜隐的、稳定持久的整合过程,
经常是在无意识情况下完成的.

３　高校图书馆的以文化人机制:基于学习服务活动

视角

为了更进一步探究高校图书馆的以文化人机

制,为文化育人实践提供科学依据,需要从更为基础

的学习服务机制入手.学习是“人向文而化或文化

化人的中介”,在更深入的层次上对人与文化相互作

用的机制加以揭示,并对人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多种

具体方式加以涵括[７].高校图书馆与用户的效用关

系包括支应形、支持形、支撑型、交互形、交汇形、交
融形等多种表现形式[１１],图书馆整体上对学生学习

起到支撑和保障作用,过程上持续、动态为学生学习

提供支持和服务.支持在汉语中有支撑、支援、应
付、供应等多种含义,可过程性、动态地表达服务的

不同形式或不同程度,高校图书馆以促进学生成长

与发展为目标,基于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整合包括资

源、工具、支架、认知、情感、策略等各种物质、社会、
心理等要素,为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习活动或学习过

程提供的支撑性或支援性的帮助和服务,笔者称之

为学习支持服务[１２],亦可简化为学习服务.透过学

习服务活动视角分析图书馆促进学生学习、推动文

化内化的发生机制,有助于对文化学习的过程进行

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以更深入地推进以文化人.
本文拟从一种场景精神际会、两种形式协同增效、三
种要素动静交融、四种特征整体呈现等四个方面对

高校图书馆的以文化人机制进行具体解析,并结合

北京大学图书馆建设大钊阅览室开展革命文化教育

方面的成功经验加以说明.关于大钊阅览室的设立

缘起、初创经历、实践经验可参见陈建龙等人的

研究[１３].

３．１　一种场景精神际会

“‘场景’一词从字面到内涵,都强调‘场’的重要

性及基础性,是一种以位置为基准的传播方式”[１４].
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化中心和精神家园,既集藏丰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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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文化资源,又提供集中呈现之所,总体上成为师

生思想交流、精神际会的文化场景.同时,图书馆又

包含各类具体的活动场景.活动是分析学习的基本

单位,“是理解个体行为的最基本的,具有意义的情

境”[１５].高校图书馆的学习服务活动创设了以学生

为中心、汇聚相关文化资源的学习环境,成为“作用

于学习者并能够促进其学习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体”,
既包含物的要素,也包括人的要素,既是一种静态的

系统结构,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１６].学生作为

主体,置身于文化汇聚、精神际会的活动场景之中,
获得多样化的支持,开展深层次的互动,在体验、交
流、感悟中实现知识传承、价值传递和精神塑造.同

时,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图书馆的以文化人机制具体

体现为资源服务和素质培育两种形式的协同增效,
以及情境、资源、支架３种要素的动静交融,进而呈

现出共生性的要素协同、沉浸化的整体化育、螺旋式

的交互递进、共同体的动态生成等４种特征.

３．２　两种形式协同增效

信息资源服务与信息素质培育是高校图书馆学

习支持服务的基本形式[１７].在立德树人视域下,素
质培育形式与资源服务形式仍可作为图书馆服务学

习的两种基本形式,素质和资源的指向性有所拓展,
内涵更为明确,既突出反映高校图书馆的特色与优

势,又集中体现其职能与功能.基本形式是构成要

件,既可以一种基本形式单独发挥作用,也可以两种

基本形式共同发挥作用,而文化学习的相关活动经

常同时包含了两种基本形式.

３．２．１　资源服务形式

支撑学习的资源包括任何可被学习者在学习过

程中加以利用的各种物质或非物质性的条件,比如

信息资源、人力资源、设备工具等.其中,信息资源

是学习资源的重要组成和基础构成,也是图书馆相

比其他单位的最大优势和独特资源.空间、技术、人
员是重要的支撑性资源,与两种基本形式相结合可

以更好地实现其自身价值,体现图书馆的特色与优

势,渗透于图书馆服务的方方面面,融合于学习支持

服务的整个过程[１７].在以文化人过程中,馆员作为

组织者或施教者开展或指导融合思政教育和信息素

质教育的活动,空间作为容涵各类学习资源的场所

支撑各类活动的进行,而技术便于情境创设,方便资

源服务,利于深入互动,三者构成了学习环境的支撑

条件.当然,以文化人的实现,还需要组织、政策、经

费等方面的保障,以支持活动的开展.
丰富的信息资源承载了悠久历史和厚重文化,

生成多样的服务产品,包括文献资源服务、知识服

务、数据服务、情报服务、智慧服务等,既为专业教育

提供文献保障,又极大拓展了立德树人的教育资源,
在进一步挖掘、整理、揭示的基础上可以更好地服务

育人工作.同时,服务思政教育的信息资源需要满

足一定的价值倾向性、内容选择性等要求,一方面体

现在图书馆资源采集环节,要服务学校立德树人的

导向,服务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需求,做好资源的

筛选和采集,另一方面体现在二次三次文献或相关

信息服务产品上,对资源进行多角度揭示或主动地、
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方便资源被选择和利用.此

外,各高校图书馆都有体现本校建设发展或本馆历

史文化的特色文献资源,比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大钊

阅览室收藏万余册革命文献,呈现了光荣历史,承载

了优良传统,成为具有北大特色的革命文化教育

资源.
在服务方式上,主要从资源内容和检索过程两

个角度对学生学习形成直接支持,同时也为学生学

习创设了一种学习环境.虽然信息资源检索和传递

是基础,但是也包含其他支持学习的多种要素、多个

层面和多样方式[１８].在立德树人视域下,经过序

化、优化、美化的信息资源,“文化味”更加浓郁,更为

生动可感,在春风化雨中以文化人效果更佳.

３．２．２　素质培育形式

素质教育就是要发展人的文化属性,包括文化

赋予人的道德伦理观念、行为规范,以及感受力、理
解力、鉴赏力、思维能力和创造力[１９].素质培育是

实现文化育人的基础,而以文化人是素质培育的有

效方式,“其实质是在知识教育中,通过文化价值等

各种非智力因素的介入,以有机整体共同构成对人

才发展良好的内在动力因素,从而使培养对象形成

一种互生互补、生机勃发的文化生态,达到‘文而化

之’的目的”[２０].立德树人之德,包含大德、公德、私
德,包括政治、道德、法律等多个方面,与德智体美劳

之德含义相同,为了便于阐述,本文将之统称为思政

素质,包括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

养等.
思政素质与信息素质在目标内涵上彼此关联、

相互影响.对于时代新人,思政素质是首要素质,具
备良好的思政素质,在面对纷繁复杂、来源各异的信

２４

试析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图书馆以文化人的途径、方式与机制/郑清文

　　　Channels,WaysandMechanismofCultureEducationinAcademicLibrariesUndertheBackgroundofMoralEducation/ZhengQingwen



2022

年
第3

期

息时,能够进行准确甄别、正确判断,自觉接受正确

价值规范信息,否定和抵制错误思想观念信息,而且

在政治、思想、情感认同基础上经过批判性思考能够

对信息进行有效地选择利用,助力自身的知识建构

和素质提升.同时,信息素质是基础素质和综合能

力,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尤为重要,“批判性思维与信

息素养是一种共享的关系,评估信息素养教育成效

离不开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评估”[２１],具备良好的信

息素质意味着批判性思维能力较强,这可以激发学

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信息获取、分析、研判、评
价的能力,在获得更多有效信息用于知识建构和能

力提升的同时,也能在开阔视野、持续比较、促进思

考中推进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建设.
培育方式之间重叠交叉、相互依托.在具体教

育实践中,思政教育与信息素质教育相互渗透和融

合,依托于彼此实践路径和方式,各自目标得以更好

地实现.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指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

程.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必须将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贯通其中,必须抓好课程思政建设,解决好专

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的问题.”高校图书馆信

息素质教育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建设,已经日益丰富、
渐成体系,包括独立课程讲授(线上、线下)、嵌入学

科专业课程、讲座培训(通用或定制)等,还有丰富多

样的信息素质教育活动,包括信息素质游戏、信息检

索大赛等,以此为依托在获取、选择、利用信息的过

程中适时融入思政元素,提升鉴别真伪、明辨是非的

能力,在评判选择中深化思政教育,有利于提升思政

素质.同时,信息素质培育从学生学习生活中遇到

的问题和困惑入手,在真实情境中有助于促进学生

接受、激发参与热情.以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或思政

教育活动为基础,探索信息素质教育的适时嵌入或

有机融入,围绕真实任务或问题拓展和丰富信息采

集渠道,助力教育教学活动开展的同时提升相关信

息素质,实现思政教育目标、信息素质教育目标与学

科专业培育目标的有机结合,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

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
高校图书馆的学习服务活动经常同时包含资源

服务与素质培育这两种基本形式,二者共同作用、协
同增效.生态心理学关于“给养—效能”的相关理论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两种基本形式之间的可能关

系.“给养是环境的属性,由信息领域将其具体化,

使行动得以进行.效能是个体采取行动的能力,要
将二者理解为相互界定、相互决定对方内涵的概

念.”[２２]资源服务形式重在提供给养,强调的是外在

资源的给予,提供选择的可能,经过图书馆序化、优
化的信息资源质量更好,经过筛选、甄别的信息资源

价值更高.而素质培育形式聚焦效能,强调的是内

在素质的提升,关涉感知资源和吸收给养的水平,思
政素质影响明是非、辨真伪、知取舍的能力,信息素

质决定采集、筛选、加工、利用信息的效果.资源服

务形式偏重于“授人以鱼”,素质培育形式偏重于“授
人以渔”,二者可以动态交互、彼此促进、协同增效,
在图书馆学习服务活动中二者经常是融合一体、相
互交织、共同作用.比如,大钊阅览室的革命文献展

览,撷取«北京大学日刊»«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

纸、期刊及“亢慕义斋”藏书等原件,再现李大钊与北

京大学的革命渊源.这些革命文献,作为资源兼具

史料价值与文物价值,既是学习党史、校史、馆史的

珍贵资料,又展现了大钊精神,传承了革命文化.观

展的过程中,馆员或学生志愿者认真讲解,既让学生

了解革命文献的藏用情况和检索途径,又为学生讲

述历史故事、展现革命历程、解读优良传统,两种素

质交融培育,两类资源一体服务,共同推进革命文化

教育.

３．３　三个要素动静交融

３．３．１　情境:静态的情景设置与动态的情境创设

情境是个体社会行为产生的具体条件和社会环

境,可以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真实的、社会的情境,也
可以是学校、课堂的功能性情境[２３],包含了人、事、
地点等存在于其中的各种相互交织因素和关系,成
为产生相关行为的具体条件.真实的情境促进真实

的学习发生,推动文化的内化.在此,我们从静态和

动态两个视角加以分析,即静态的情景设置与动态

的情境创设.
首先,静态的情景设置,可以对应环境滋养的方

式,是基于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以学习为导向,汇聚

各类资源、支撑条件等要素,按照一定的目的和主题

进行专门的揭示和设置,便于相关学习者置身其中

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大钊阅览室的布置,
在门口复原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期间办公室、摆放

青年毛泽东雕像、悬挂“曙光———李大钊与毛泽东在

北大”大幅油画,室内展览区、阅览区、互动区统筹布

局,展品、展签、展板交相呼应,书桌、书架、书柜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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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风景、风格、风范次第感悟.
其次,动态的情境创设,可以对应活动培育的方

式,情境往往与使用分不开,在参与学习的过程中,
具体问题或任务不断发生变化,也在不断改变和创

造着新的实践,激发新的兴趣,产生新的需求,锻炼

新的能力,提升新的素质.不能只按学生兴趣来设

计活动或情境,而要通过情境的创设来引导、激发和

培养学生更具社会意义的动机和行为,进而促进其

全面发展、实现培养目标.比如,在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过程中,除了组织相应的观展活动之外,北京大学

“传承北大人文精神”强基计划人文学生工作坊

２０２１年春第一次活动在大钊阅览室成功举办,马克

思主义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等院系师生在大钊阅览

室边观展边授课,这些都推进了革命文献与课程教

学的深度融合.

３．３．２　资源:静态的资源预设与动态的资源生成

正如前文所述,基于不同的标准,资源可以有许

多不同的分类.图书馆文化育人可以综合利用多种

资源,主要以信息资源为基础,包括人、财、物、空间

等其他资源.这里主要从静态的资源预设与动态的

资源生成来分析.
首先,静态的资源预设,关键要围绕以文化人的

具体主题,对丰富的资源进行基于教育立场的转化,
同时通过精心的筛选、用心的设计、有序的呈现,尽
量避免增加认知负荷.好的学习资源应该有导航提

示、问题设置、范例参考、评价工具等,以便于学习者

理解目标设定、情境导入、自主探究、效果评价等环

节,指引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激发探索的兴趣和动

力,可以根据学习进度有机链接相关资源,适时呈

现,使信息更好地被发现和利用,充分彰显其价值.
比如,大钊阅览室展陈珍稀革命文献百余件、“书”说
党史专题书架千余本、精选收藏革命文献万余册,丰
富的资源、有机的揭示、立体的呈现,为学校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教育基地、资源保障和服务支撑.
其次,动态的资源生成,根据学习过程的需求变

化,内容随之增加,粒度更为细化,关联更加紧密,比
如经过序化和优化的二、三次文献信息资源或信息

服务产品,产生了新的内容和价值.同时,“动态生

成性资源注重通过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发展

过程,体现了教学的实践性质和创生取向,不仅仅关

注知识和技能的习得,更重要的是使师生在教学过

程中创造知识,获得发展”[２４],在活动开展过程中,

学生不是被动地获取信息、感受文化,学生、老师、馆
员之间的多维交流互动会产生新的知识,成为新的

学习资源.比如,观展师生的学习体会、精神感悟和

意见建议,被馆员或学生志愿者所记录、分享,经由

展览的改进、内容的升级而体现出更大的价值.

３．３．３　支架:静态的支架预设与动态的过程支持

支架是指在学习者学习过程中适时给予有效支

持,其作用在于帮助学习者顺利穿越“最近发展区”,
实现能力素质的进一步提升.本研究主要基于静态

的支架预设与动态的过程支持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首先,静态的支架预设,基于不同的学习任务,

学习支架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可以有概念支架、策略

支架、产品支架等多种类型,可以表现为建议、向导、
范例、图表等,根据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

题、困惑进行支架预设,可能涉及图书馆相关问题,
也可能是非图书馆业务的其他专业性问题.学习支

架的提供讲究适时和适度,适时是指恰好在学生有

需要支持和帮助的时候,适度是指支架不是越多越

好,不能“越俎代庖”,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给予

学生思考和努力的空间,重在帮助学生穿越“最近发

展区”,实现认知的提升.比如,在图书馆东区一层

举办的“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主
题展览,其内容为更深入理解革命文化提供了有力

支撑,同时大钊阅览室革命文献专题展览的展板、展
签等导引解读为深入理解策展理念、布局思路提供

了相关知识支持.
其次,动态的过程支持,参与活动的学生的认识

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一种支架随着学习者认知水平

的提高而逐渐撤离,同时新的支架需求可能随之产

生.当然,总体而言,学习者认知发展和自学能力增

强之后,对于支架的整体需求数量可能降低,但需求

层次可能提高.这就需要活动组织者和支架提供者

参与到活动之中,注意把握和了解学生的认知变化

和可能的学习需求,不仅做好及时的支持响应,也做

好主动的支架支持.在获取信息阶段,可以让学习

者尝试探索式检索,在此过程中给予支架(比如图

表、范例、提示等),让学习者在不断探索过程中反思

和修改检索方式和手段.在处理信息阶段,可以通

过可视化图表等方式对信息进行描述和呈现,比如

概念图、思维导图、语义网络等.这些支架可以传递

见解、观点和知识,支持学习者的分析、综合、评价等

高阶思维活动,激发创造性的思考和批判性的思维,

４４

试析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图书馆以文化人的途径、方式与机制/郑清文

　　　Channels,WaysandMechanismofCultureEducationinAcademicLibrariesUndertheBackgroundofMoralEducation/ZhengQingwen



2022

年
第3

期

助力信息的高效准确处理,进而帮助学习者获得有

利于问题解决的信息.比如,大钊阅览室招募青年

馆员和学生志愿者参与导引服务,边参观边讲解,边
学习边互动,以讲促学,以学提质,努力把“有意义”
的内容讲解得“有意思”,及时解疑释惑,既弘扬志愿

服务精神,又深化学生对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的

认识.

３．４　四种特征整体呈现

３．４．１　共生性的要素协同

共生强调互相依赖、彼此有利.人与文化的整

合需要多要素形成共生性协同关系,一方面体现在

资源、情境、支架这三种要素在育人方向上保持一

致,关联关系更为协调,动静交融于学习活动,促进

资源服务形式与素质培育形式优势互补、劣势对冲,
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实现支持学习、以文化

人的更好效果.另一方面,作为资源富集的图书馆,
在促进以文化人的过程中,“既通过将知识外化生成

新的资源,动态地改造环境,使之成为环境的有机组

成部分,又通过知识链接连通到人的链接,推动不同

的学习者探索共同话题的兴趣,形成更广泛、更深度

的社会化交互,促进多元主体的共同成长,推动知识

网络与社会网络的螺旋式拓展和共生式发展”[１８].
通过要素与形式的协同、知识网络与社会网络的交

融,形成共生性的育人环境和可持续的育人生态.
互动是学习的基础和核心,既需要要素之间的

协同增效,也需要主体与要素之间以及主体间的一

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多元互动,通过交互促进要

素发挥功效,基于互动协商产生意义、建构知识,在
互相影响下引起观念、行为等的变化.人与文化环

境的持续互动,包括个体层面的自我知识建构、个体

与资源等物化要素的互动以及个体与群体的互动,
带来整体性、持久性的文化获得和文化认同.

３．４．２　沉浸化的整体化育

文化是有机的整体,虽然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

做相对的区分,比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但在具体

实践中,文化与人的整合是一个整体,多种素质交融

成为人的整体素质,体现在知识、情感、意志、行为等

多个方面,而不只是某个方面的素质.文化“化人”
主要是通过环境滋养和活动培育两种途径,经由濡

化与涵化两种方式来实现的,“化”是培养和塑造人

的基本方法.«管子七法»中有言:“渐也,顺也,靡
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文化兼具无形性、渗

透性、持久性、多样性等特点,通过文化的载体和方

式化人、育人,既易于被接受,又能够滋养心灵、涵育

德行、引领时尚,实现化人的目的[２５].
有意而为的教化、耳濡目染的浸化、春风化雨的

润化、以情动人的感化在沉浸化的整体化育中

让文化浸润人的身心各个层面,影响人的思想观念、
价值规范和行为方式.当然,还有榜样示范、言传身

教等许多具体方法的综合运用,作用于知情意行等

多个方面,让学生在直观感受、深入认识的过程中受

到感染,进而效仿,在耳濡目染中情感得到净化,境
界得以升华,“没有什么事情能像榜样这么能够温和

地而又深刻地打进人们的心里”[２６].比如,在革命

文化教育过程中,既有文化环境的全方位滋养,又有

文化活动的多层次互动,鲜活的榜样、先进的事迹让

学习更生动可感,学生通过学习校史、馆史更生动地

学习党史,通过学习党史更深刻地认识校史、馆史,
在感触和感动中深刻感悟大钊精神和革命文化,增
强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３．４．３　螺旋式的交互递进

笔者曾提出一个高校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活动

体系的双螺旋模型,体现了给养与效能的动态演进

过程[１７].以文化人也呈现双螺旋运行的特征,即素

质培育与资源服务两条链既各自发挥作用又动态交

互、协同耦合,形成类似双螺旋结构的模型.而活动

的组织和场景的创设类似于双螺旋中的“键”,重在

推动这两种基本形式更好地发挥作用,最终实现人

与文化的整合.略有不同的是,每个链之中各有两

个部分在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即素质培育链中的思

政素质与信息素质交互递进,资源服务链中专业教

育信息资源与思政教育信息资源相互交织.此外,
空间、技术、人员等作为支撑条件,与基本形式相结

合,融入到以文化人的各个方面.
螺旋式的交互递进还体现在认知的改变、思想

的变化、观念的更新,“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

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

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２７],认知发展道路不是直

线式的,而是曲折向前的,前进性与曲折性有机统

一.运用文化的方式让学习者持续受力,在融入文

化生活中持续受到熏陶和影响,明理、增信、崇德、力
行,在“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循环中不断进阶,实
现素质的螺旋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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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４　共同体的动态生成

共同体不只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归属感和认同

感等社会心理因素凝聚而成的社会联结方式,也是

知识创生和学习发生的社会结构和实践境脉.共同

体虽在不同学科领域有不同角度的探索研究,但是

也呈现了共同事业和愿景、相互介入和互动、资源共

建和分享等方面的基本特征.
“中国大学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关键

在于它不仅具有‘知识共同体’属性,同时也兼具‘德
育共同体’属性.”[２８]知识共同体或学习共同体,围
绕共同的学习目标共同参与实践活动,共用工具和

资源,形成一个学习的环境,进行多层次的交互,滋
养所有成员的学习活动.参与实践是学习的基本形

式,基于共享的实践,能够在共同体中发生知识的生

产和传播以及文化的共享和传承.同时,德育共同

体或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基于共同的教育目标共

同参与实践活动,“通过多种媒介体系或场域体系相

互作用,以多主体互动合作、资源共享为基本准

则”[２９],开展理想、价值、情感等多方面的交流,增进

政治观点、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理解和认

同,归属感和凝聚力更强.
高校图书馆协同校内外单位、教师等力量,发挥

好环境创设、活动组织、咨询导航、资源架构、学习设

计、社群协调等方面的作用,关注共同的追求和价

值,推进两种形式、三种要素、多种支撑条件在图书

馆文化场域中动态交融,以文化人促进实践共同体

的动态生成,推进智育与德育的共同发展、信息素质

与思政素质的共同提升,在深化学生的政治认同、文
化认同、情感认同和道路认同的同时,深化学生对图

书馆的文化育人理念、学习环境特色、资源服务优

势、素质培育水平等方面的理解和认同,在习得新的

知识和技能的同时,随着“四个正确认识”的树立,其
新的身份也在不断建构,进而形成强烈的责任感、使
命感和归属感.图书馆通过以文化人,可以激发学

生对真善美的内在追求,使之将蕴含真善美的文化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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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s,WaysandMechanismofCultureEducationinAcademicLibraries
UndertheBackgroundofMoralEducation

ZhengQingwen

Abstract:Moraleducationisthecoredutyofcollegesanduniversities,andcultureeducationisthe
missionandadvantageofacademiclibraries．Academiclibrariesarerichincultureheritageandresources．
Thispapersummarizesthetwomajorchannelsofcultureeducationforacademiclibraries,namelyenvironＧ
mentnourishment and activity cultivation,and the two major ways,namely enculturation and
acculturation．Inordertoexplorethemechanismofcultureeducationinacademiclibrariesfurther,thispaＧ
per,basedontheperspectiveoflearningserviceactivities,analyzesfromfouraspects,includingspiritual
interconnectionofascene,synergyoftwoforms(resourceserviceformandqualitydevelopmentform),

dynamicintegrationofthreeelements(situations,resourcesandscaffolding),andoveralldisplayoffour
characteristics(symbioticsynergyofelements,immersionofoveralleducation,spiralofinteractiveproＧ
gression,anddynamicgenerationofcommunity),andmeanwhileexemplifiesthefouraspectswiththe
successfulpracticesoftheDazhaoReadingRoominthePekingUniversityLibraryincarryingoutrevoluＧ
tionarycultureeducation．

Keywords:AcademicLibraries;CultureEducation;LearningSupportServices;Education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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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ingAheadandMakingGreatStrides:anExplorationof
theAncientBookProtectioninWuhanUniversityLibrary

WangXincai　ZhouRong

Abstract:Academiclibraryisimportantfortheprotectionofancientbooks．WuhanUniversity,acenＧ
turyＧoldfamousuniversityinChina,hasagoodtraditionofancientbookprotection．Inthepracticeof
ancientbookprotectionoverthepasttwodecades,somedistinctiveworkingmechanismsandmethodshave
beenformed,mainlyincluding overallplanning andcoordinated managementofintramuralancient
literatureresources,establishingalongＧterm mechanism forancientbook protection;paying equal
attentiontogenerativeandregenerativeprotection,highlightingsortingandresearch,miningdeeplyinto
theacademicvalueofancientbooks,andactivelyservingthesociety．

Keywords:WuhanUniversity;AncientBookProtection;AncientBookService;Working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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