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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建设和

红色文化传播实践∗

———以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

□穆晓艳　王颖　蔡庆　香春　何小华

　　摘要　红色文献是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边疆民族地区的高校图书馆,将红色文献建

设好、利用好,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

传下去”重要论述的内容之一.通过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红色文献收藏、保存整序、促进转化

和传播的实践,展现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结合区位特点开展的红色文献建设和红色文化传

播探索,为红色文献建设、推广利用和拓宽传播渠道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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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产生并留下了大量珍贵

的红色文献,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风华的重要见证.
这些红色文献记载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

程,记录了新中国从诞生到繁荣富强的成长脚步,展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历程,凝结着先

辈们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蕴含着国家与民族的基

因信息[１].
红色文献,是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２].学

术界对于红色文化和红色资源的研究较为丰富,但
从图书馆视角出发的红色资源、红色文献开发与利

用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以“红色文献大众化推

广”为主题的相关研究还比较有限[３].内蒙古师范

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最早

建立的高等学校,至今已走过７０年历程.经过几代

人自觉、自发地建设,成就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

拥有的丰富且独具特色的红色文献资源.为了更充

分地服务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生动彰显党和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最早建

立的高等学校的大气象、大担当、大作为,内蒙古师

范大学图书馆积极发挥文化传承创新作用,持续推

进红色文献收藏、整理、保护,促进红色文化传播.
对于红色文献的概念界定,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

以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为依据,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１年３月５日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早在建党之初,我们党就十分关注民族问题.李大

钊同志直接领导和参与在蒙古族群众中传播马克思

主义、培养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工作.１９２３年,内
蒙古产生了包括乌兰夫在内的第一批共产党人.
１９４７年５月,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立,成
为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

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

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重点

学习党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特别是

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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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

题上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４]”,结合习总书

记在考察上海、吉林等地对用好红色资源的重要阐

述,综合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成果,把红色文献的历史

上限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时期,即自１９１９年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的知识的载体,由中国共

产党人、先进分子、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精神内涵的、承载着中国的历史记

忆和革命精神的文献.

２　红色文献的收藏

２．１　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年出版印行的红色文献

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师大图书馆)
馆藏五四运动至１９４９年前的红色文献,在内容、载
体、数量方面,主要是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原版中外

文书刊及解放区报纸合订本、党的各类文件及根据

地出版的书籍等,共５万余册.这部分文献大多收

集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１９５９年开始,师大图书

馆每年前往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采购图书,补充地

方出版物,还到各处的古旧书店挑选书刊①.１９６０
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在图书出版量减少的情况下,
先后两次派出７名工作人员分赴京、津、沪、渝、杭、
宁等地采购图书②,包含革命文献和民国时期出版

的重要历史文献.这部分文献与中国的发展、学校

的发展密切相关,经历坎坷,但终得以保存.
在版本方面,多有国内罕见印本.例如,毛泽东

著作收藏单行本、选集本百余种,其中解放区出版的

有几十种,重要收藏包括:西安群众日报社的«中国

社会各阶级的分析»(１９２６年)、«中国的红色政权为

什么存在?»(１９２８年),苏中出版社、大众出版社、东
北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苏北新华书

店、冀鲁豫书店、晋察冀新华书店的«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毛泽东经典著作之一,版本众多,其中东

北书店的印本和晋察冀新华书店印本在内容上相差

许多),东北书店、晋绥新华书店、译报图书部等５个

机构印行的«论持久战»,人民解放出版社、联合编译

社、世新社、太行军区政治部、新民主出版社、新华书

店、解放社、中国出版社、新华日报馆、泗水大象社、
华北新华书店、华东新华书店、中国灯塔出版社的

«论联合政府»,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解放社、中国

灯塔出版社等２３个机构团体的«新民主主义论»,新
文化编译社、新中国书局、浙江新华书店、光华书局、
智慧出版社、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以及华中、华东、
华南、华北、苏北新华书店等出版或印行的«中国革

命与中国共产党»,有东北书店、新中国书局、新民主

出版社、华东新华书店、华中新华书店、时论编选社

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还收藏有«论鲁迅»
(１９３７年)、新华日报馆印行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

略为题»第２版(１９３８年)、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印行

的«论新阶段»(１９３９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整风

文选»(１９４２年)、解放社出版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

题»订正再版(１９４４年)、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辩证法

唯物论»(１９４６年)、中国灯塔出版社、新风出版社出

版的«文艺问题»(１９４６年)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开展

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１９４７年)、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

年»(１９４９年)等.
版本方面还收藏有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

和森、刘少奇的大量早期革命著作的多种版本;原版

«新青年»及重印本;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

编»的多个版本,还有«鲁迅全集»«鲁迅全集补遗»等
杂文集等;北新书局版«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
«向导»«先驱报»«晋察冀抗敌报»等.一些对于版本

研究有价值的信息,如星期标准书小票、“鲁迅三十

年集专门小票”等也都随书完整保存.
藏书中不乏革命先驱、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藏

书或题跋,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例如,李大钊藏书

«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泰东图书局,１９２０年),封面

题“守常先生”和“克冰敬赠”８字.经考证推测此处

“克冰”应为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与梁冰

炫③的共同笔名.李大钊藏书在李大钊同志牺牲以

后,绝大部分被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统一购去,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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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乌林西拉．内蒙古图书馆事业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９０－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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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１９２０年,维经斯基到上海和陈独秀等酝酿建党时,其两名工作人员米诺尔和别斯林,由李大钊推荐北大粤籍学生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陪

同来到广州,介绍给区声白、梁冰弦等人.他们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创办 «劳动者»工人刊物,并成立共产党小组在工人中活动.参见:贺宏亮．
“师山”究竟是谁———兼驳周黎庵的一个说法[J]．博览群书,２０１１(１):１０６－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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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流落市面,这本就是其中之一①.此书的存在

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探索历程;馆藏«中
国问题的分析»(商务印书馆发行,１９３５年５月初

版),是五四运动领导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

所著书,上有其亲笔书写赠予友人翁照垣(打响淞沪

会战第一枪的抗日英雄)的赠言②,见图１.

图１　馆藏«中国问题的分析»书影、赠言

王造时赠言:
照垣先生　指正.这本小书因为当局的压迫,

经过一年多的交涉,被删减了两万多字,装订过两

次,才准印成.现在又因为恐怕“妨碍邦交”不予刊

登广告及在上海华北发行,由此可见我国民众受内

外两重压迫情形可见一斑.
翁照垣回复:
千人之诺,不如一人立谔.春秋严一字之褒贬,

无如世衰道微随波逐浪滔.皆是滑稽者流望风披

靡,孰知 人 心 混 沌 之 中 尚 有 出 类 拔 萃 如 王 君 其 人

也耶.
从两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出书过程和时

局,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馆藏

费孝通的«乡土重建»(观察社,１９４８年),是著名社

会学家吴景超的藏书,上有费先生亲笔题写的“景超

吾师诲正 孝通 三七 八 三十”.

２．２　１９４９年以来的红色文献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师大图书

馆在红色文献馆藏建设上,通过采购、采访、接受捐

赠等途径,入藏了大量党史相关文献资料、革命抗战

历史题材书籍.关注出版动态,不断扩充、补充缺藏

红色书刊,采购学术价值较高的大型现代影印红色

文献,如建国初期影印的«晨报»«解放日报»«新华日

报»«红旗日报»等.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著述有完整收藏.
在红色文献建设中,对于反映内蒙古地区革命

和建设的地方文献应收尽收,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

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团结、
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图

书馆的力量.其中重点收藏包括:
(１)反映内蒙古各族青年探索民族解放道路的

文献.在“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对内蒙

古地区的侵略,面对生死存亡,一批追求革命进步的

各族青年开始探寻民族解放道路,他们学习马克思

主义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少数民族解放的思想理论,
将这些理论运用到解决内蒙古地区民族解放的现实

问题中,探索了内蒙古地区各民族的解放道路,在探

索中总结出“内蒙古民族数百年来的民族解放斗争,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展开了划时代

的一页”的思想[６],对内蒙古地区的抗日斗争以及内

蒙古自治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当

前,这部分红色文献承载的内生动力对正在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内蒙古各

族人民而言依然具有极强的指导力.
(２)反映“大青山精神”的地方文献.１９３１－

１９４５年,具有爱国光荣传统的内蒙古各族人民,进
行了长达１４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

路军大青山支队、北满抗联及众多游击队和大青山、
晋绥等根据地各族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奏响

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内蒙古各族人民的

抗战在我国全民族抗战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反

抗日本疯狂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

民族牺牲,为夺取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形成了包含着

服务大局的奉献精神、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生死与

共的军民关系、血脉相连的民族团结、共同御侮的统

一战线、维护统一的爱国主义内涵的“大青山革命精

神”[６],这一精神在当今时代,尤其是内蒙古自治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３)蒙文红色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内蒙古自治区社会建设飞

速发展,少数民族同胞充分认识到“党的领导是少数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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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李岚清副总理到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视察,时任馆长邱瑞中教授陪同视察并作介绍.此文取自介绍词.
此文书写于该书封二,赠言内容由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苏日娜老师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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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真正实现觉醒、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力量的根本保

证”[７].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担起传播革命火种的

重任,将许多革命题材书籍翻译成蒙文,让革命精神

在草原弘扬.例如,１９５９年,蒙古族作家巴特尔将

«施洋的故事»翻译成蒙文版,用蒙语讲述了中国早

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共产党人施洋的一生:在
破庙里,施洋在民众供奉的长明灯下刻苦学习.施

洋为穷苦劳工当律师,教贫穷百姓知识,参加京汉铁

路大罢工运动等.用蒙语向广大同胞阐释团结的力

量,同时介绍了毛泽东主席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并

培养了大批干部.广大蒙古族青年学生通过这些红

色故事,加深了对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解,这本薄薄的

小册子(仅４０页)也成为珍贵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民

族语言读本.
随着数字资源的深入建设,师大图书馆通过外

购数字资源、提供开放获取、试用高质量红色资源文

献库等,为广大师生提供红色文献服务.其中,开放

获取高质量红色资源平台和试用红色文献数据库或

服务平台,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知识服

务平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课程数据库”等学习资源,对
红色文献建设做了有力补充.

３　红色文献的保存和整序

对红色文献进行科学保存和整序是保存收藏成

果、促进传播、转化的重要环节.师大图书馆在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１)保存.将１９４９年前和建国初期出版的红色

文献纳入特藏文献范畴,归入特藏书库(兼具存储和

阅览服务)、民族文献研究中心(兼具展陈与阅览服

务)保存,持续建设存储空间、改善提升存储条件,为
馆藏红色民族文献的保存、利用及建设创造了条件.

(２)整序.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编制专题书

目索引,例如,１９５９年,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人人动

手分工合作,整理、写编、刻印了«馆藏解放前杂志目

录»等１０余种参考资料;新成立的参考资料组编制

了«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报刊资料索引»«馆藏

１９４９年以前出版图书目录»等;１９６０年,编制«关于

学习“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参考资

料索引»;１９６２年,配合教学科学研究和运动,编制

“蒙古史研究目录”“馆藏旧分类法图书目录”“馆藏

蒙文书目录”“学习中共八中全会文件参考资料索

引”等２０多种书目索引;１９６６年编印«﹤欧阳海之

歌﹥报刊评介资料»;１９７３年开始,师大图书馆编印

了«红楼梦»研究资料等资料汇编９种,其中３种与

内蒙古日报社合印,面向全国发行.与内蒙古师范

大学中文系合编«论语选注»等.１９７４年１２月编印

«红楼梦评论资料选辑»(内蒙古日报社有合印本:篆
印“内蒙古日报编辑部”).２００４年编制完成«馆藏

红色文献期刊目录».在促进红色文献的利用方面

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整序方面的另一实践是启动馆藏民国图书整

理、保护和回溯建库,这一工程对于１９４９年前的红

色文献的保存、利用和促进红色文化的传播具有重

要意义.师大图书馆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组织馆

员赴区内外高校图书馆调研、制定适合馆情的工作

方案,经过充分规划和准备,该项工作于２０１９年５
月正式启动,历经两年,２０２１年７月完成.全部图

书信息通过书目检索系统实现检索,有序排架,采用

具有防尘和防氧化的无酸纸袋装封保存.在整理

中,许多珍贵的信息得以发现,如«中国问题的分析»
一书中的珍贵赠言.

除此之外,师大图书馆开始了馆藏红色文献数

字化建设.通过数字技术对原始文献进行转换,未
来将向机器可处理方向努力,达到存储、检索、传递、
再生、利用,最终实现对红色文献的再生性保护.

４　促进传播和转化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师大图书馆就承担起

在红色资源和师生之间建立桥梁和纽带的职责,充
分发挥了红色文化传播主阵地的作用,以红色主题

展览和图书推介为主要传播形式,围绕红色文献接

续展开教育活动,具体见表１.

２０２１年,«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用好红色资源,传
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重要文

章,图书馆全面贯彻落实文章精神,立足馆藏深厚红

色文化底蕴,结合文献特点,组织红色文献展览活

动,使红色文献成为广大师生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

性修养的生动教材.活动案例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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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５０－２０２１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红色文献主题展览

举办时间 展览主题

１９５９年４月 纪念列宁８９诞辰图书图片展览

１９６２年６月 雷锋图片展览

１９６３年６月 向雷锋学习图片展览(与学院团委、工会和学生总会联合举办)

１９８１年９月 配合鲁迅先生１００周年诞辰,举办“鲁迅生平和作品展览”

１９８３年３月 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００周年图书图片展览

１９９０年６月

爱国主义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图片展览(与学校历史系、党委宣传部、美术系、图书馆和内蒙

古社科院历史所联合举办.展览在校内展出一周后,先后到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市钢铁厂、内蒙古军区守备

六师及所属部队展出)

２０１６年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主题书展

２０１７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书展

２０１８年 “十九大”学习教育主题书展

２０１９年 “师书韵 家国情”——— 喜迎祖国７０华诞系列主题书展

２０１９年３月 女性:女性实现人生理想

２０１９年４月 英雄:天地英雄气

２０１９年５月 青春:青春中国

２０１９年６－７月 文化:文化中国

２０１９年９月 教师:感恩教师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国庆:大国重器

２０１９年１１－１２月 科学:宇宙的奥秘

２０２０年５月 “师说书韵”奶茶学术沙龙之“茶”文化主题书展

２０２１年３－１２月 “学党史 铸师魂”党史学习教育主题书展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纪念辛亥革命１１０周年主题书展

表２　«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红色文献展»方案

主题 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展
览
形
式
和
内
容

红色图

文展板

文献书影＋文章摘选或者文章摘要:相关社会背景介绍

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设立１０个专题,根据每个专题的重要事件筛选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文献进行介绍宣传

红色文

献展览

图书＋文字介绍:配合“图文展板”宣传,按照展板主题脉络组织相关主题文献实物展

馆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红色文献首次与全校师生见面.展出图书馆馆员挖掘整理的馆藏

地方报纸中相关红色主题文献“齐心协力建包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汇编文献

红色视

频录播

文献图片＋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学校、图书馆的关心关怀的图片＋音频:根据展览主题录制音视频,宣传红色文化,弘

扬红色精神,铸牢师生爱书、爱馆、爱校、爱国的家国情怀

红色文

献推介

馆藏红色文献推介,推出“庆祝建校７０华诞———“我的馆藏”: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红色文献精粹”图书推介

活动

　　奋斗百年路,起航新征程,在建党百年之际,师
大图书馆根据区位特点,将党史学习教育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意识紧密结合,围绕“服务立馆,科研强

馆”远景目标,依托馆藏红色文献资源,把中国共产

党不懈奋斗的历史、思想探索的历史和自身建设的

历史与内蒙古地区发展衔接起来,与讲好“内蒙古第

一批共产党人”“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

蒙”故事衔接,从红色文献中挖掘、整理、提炼、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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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弘扬各民族人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体现的精神内涵,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这一传播

途径增强了师生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的自觉性和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馆藏文献专题

汇编和研究

启动师大图书馆馆藏«内蒙古日报»(蒙汉文版)
中“民族团结”主题报道文献整理汇编及研究工作.
对有关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团结”“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的文献进

行挖掘,按“政治政策、经济生态、历史文化、教育科

技、语言、文学出版、抗灾、典型”等十三个主题分类

整理、汇编成册;在对主题报道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

上,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献体系,系
统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内蒙古自治区培育、
生成、发展、扎根、铸牢的过程;打造有内蒙古地域和

民族特色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科普

和教材体系,从初步成果中选取典型案例,进行“‘两
山’故事”“我们的草原我们的家”“«内蒙古日报»中
‘草原春秋’故事”等系列主题的艺术加工,生成形象

鲜明、主题突出、鲜活生动、有深远教化意义的教育

宣传材料;图书馆积极推进红色文献整理成果的科研

转化,基于此项工作申报的“做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

情感和价值认同的新闻报道研究———以近４０年的

«内蒙古日报»汉文版为例 ”“‘齐心协力建包钢’———
«内蒙古日报»(汉文版)包钢报道文献辑录”“«内蒙

古日报»(蒙文版)乌兰牧骑文献整理及研究”等获各

类研究基金资助立项.这种以项目为依托的建设和

促进转化、传播的途径,成为推进红色文献建设向纵

深发展的有力抓手.

　　(２)着力打造红色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师大图书馆以红色文献为载体,把抗日战争史、
解放战争史、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等光辉历史以

及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作为珍贵的教育素材,开展

红色阅读推广活动.把内蒙古各族人民在我国全民

族抗战取得胜利中、在铸牢祖国北疆靓丽风景线、在
获得“模范自治区”荣誉称号建设、在内蒙古自治区

各民族手足相亲和守望相助中的感人故事融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世界观和民族观.
师大图书馆的红色阅读推广活动,一是突出红色

主题,“师书韵家国情”“红色百年师书铸魂”等红

色主题彰显了学校红色文化情怀,营造了时代氛围;
二是将红色文化、红色故事融入学术讲座,举办的

“师书开讲”之“回望百年辉煌路,启航复兴新征程”
“认同与自信———论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作品中的中华

传统音乐文化品格”“师大大师”第一讲“兼和相济

知马力———我的人生成长”等学术讲座,“师说书

韵”奶茶学术沙龙之“‘茶说’———从奶茶说起”“从漫

瀚调说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底蕴”“散
文创作的细节与趣味”“草原与‘国家的孩子’”“画脉

文心:美术创作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以学

术的视角阐释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中华文

化的融通,蒙古包里令人动容的诸多故事等,解读和

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内蒙古大地扎根、发
展的过程,红色文献的内涵通过讲座转化为当代大

学生追求真善美的内在动力,是“学党史、强信念、跟
党走”的有力实践;三是通过红色影展、红色主题知

识竞赛等,激发当代大学生阅读红色文献,重温光荣

岁月,厚植爱国精神.

５　结语

红色百年,铸就辉煌.新时代高校图书馆已经

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对于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而言,在红色文献的建设、
开发利用和红色文化的传播上,要夯实红色基因库,
守牢宣传主阵地,要探索多元深度开发,追求迭代持

续发展,要打破区域条线壁垒,追求协作互利共

赢[８].要牢记国之大者,促进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

神.要切实担起校园文化建设和“三全育人”重要阵

地的职能和使命,依托红色文献建设和传播,宣传红

色文化,弘扬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奋斗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献身精神,
让红色精神发扬光大,助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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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acticeofRedLiteratureCollectionDevelopmentandRedCulture
DisseminationinUniversityLibrariesinFrontierMinorityAreas

—TakingInnerMongoliaNormal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

MuXiaoyan　WangYing　CaiQing　XiangChun　HeXiaohua

Abstract:Redliteratureisanimportantcarrierofredculture．AsauniversitylibraryinfrontierminorityareＧ
as,developingandusingredliteratureisoneoftheimportantcontentsoftheimplementationofGeneralSecretary
XiJinpings“makinggooduseofredresources,inheritingredgeneswell,andhandingdowntheredriversand
mountainsfromgenerationtogeneration”．TakingInnerMongoliaNormal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from
thefouraspectsofconceptdefinition,collection,managementandpreservation,andpromotingtransformationand
dissemination,thispapershowsthepracticeofredliteraturecollectiondevelopmentandredculturedissemination
basedontheregionalcharacteristicsofuniversitylibrariesinfrontierminorityareas,soastoprovideideasforthe
development,promotionandutilizationofredliterature．

Keywords:UniversityLibrariesinFrontierMinorityArea;RedLiteratureConstruction;RedCulture
Dissemination　



(接第１０１页)

ValueMiningofRedSpecialCollection:TakingFudan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

WangLe

Abstract:StartingfromthedefinitionoftheconceptofRedspecialcollections,thispaperdiscussesthe
significanceofRedspecialcollectionsineducation,research,andsocialservices．Redspecialcollectionsare
theimportantresourcesfortheuniversitiestoplaytheessentialroles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research,andsocialservice．Withhistoricalaccumulation,Fudan UniversityLibraryhasbuiltaRedＧ
focusedspecialcollectionswithalargetimespan,varioustypesandrichthemesthroughdonating,purchaＧ
sing,collectingandotherapproaches．TakingFudanUniversityasanexample,itthensummarizestheinＧ
novativemeanstorevealanddemonstratethevalueofRedspecialcollections．

Keywords:UniversityLibrary;RedLiterature;SpecialCollection;MassPromotion;Value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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