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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红色专题特藏的价值挖掘

———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

□王乐∗

　　摘要　从红色专题特藏概念的界定出发,论述了红色专题特藏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方面的重要意义:红色专题特藏是思政教育的生动教材,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素材,是社会服

务的鲜活题材.复旦大学图书馆在历史积累的基础上,通过捐赠、采购、收集等方式建设了时间

跨度大、类型多样、主题丰富的红色专题特藏.采取参与式、阵地化思政教育,多形式、全方位驱

动科研,立体化、全媒介大众推广的三大举措九种手段,挖掘红色专题特藏的全方位价值,在红色

基因传承、红色资源研究、红色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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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以来,红色文化、红色资源得到各界广

泛关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红色教育得到了习

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习总书

记在地方考察时,反复叮嘱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

色基因.为了呼应和落实中央要求,上海作为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于２０２１年

５月率先出台了«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

利用条例»,随后四川、湖南、安徽、天津等多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陆续发布同类条例,立法规范红色资源

的保护和利用.各地方条例均鼓励包括图书馆在内

的 收藏单位研究整理和开发利用馆藏或者收藏的

红色资源,将所有或者保管的红色资源向社会开放

或者公布.高校图书馆作为红色文献资源的重要收

藏地,充分挖掘红色文献资源,特别是红色专题特藏

资源的价值,服务本校和社会,是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１　红色专题特藏的相关概念

红色专题特藏是图书馆特藏的专题门类之一,
兼具红色资源和特藏资源的双重特征.

１．１　红色资源

红色资源,也被称作“红色文化资源”[１],是红色

文化的载体,最初往往指那些具有可见形态、具有典

型意义的革命旧址、旧物和革命历史事迹[２].后来

其含义逐渐扩大,红色文献也被视为重要的红色资

源类型.红色资源的历史范畴界定离不开对于红色

文化的认识.起初大多研究学者对于红色文化的时

间划定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开始,指中国共产党

成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涵盖了大革

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个阶段[３].相

应地,有学者将红色文献资源界定为“１９２１年７月中

国共产党成立起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建立之前由

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所出版、发行、制作的各

种文献资料”[４].后期研究者将此时间线拉长,将新

中国成立后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史、改革开放史的内容

也纳入红色文献资源的范畴.２０２１年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陆续发布的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相关条例均采

应用了后者更广泛的界定,即红色资源是指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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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具有历史价

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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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目前较为通用的界定可以看出,除重要旧址、遗
址、纪念设施或者场所等,重要文件、报刊、档案、手
稿、标语、声像资料和实物等也是重要的红色资源.

１．２　红色专题特藏

徐建华等从图书馆视角,首次提出“红色专藏”
的概念,将红色专藏定义为:“图书馆系统收藏的与

红色相关的文献资源的集合,即图书馆对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我国人民在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创造的可以满足人们精神与物质需求的纸质资源

与数字资源(音视频资源等)的系统收藏”[５].这一

概念与本文所要论及的“红色专题特藏”最为接近,
但也有一定差别.“红色专题特藏”的上位概念为

“特藏”,重点在“特”,而非仅仅是“专”.“特藏”也被

称为特殊馆藏或特色馆藏,与普通馆藏相对,是图书

馆馆藏个性、辩识度和竞争力的核心体现.从特藏

的界定来看,一般应具有载体、类型、年代、范围、来
源、价值、主题等方面的特殊性[６],其形式丰富、形态

多样、载体多元,因而更生动、更具有不可替代性.
而“红色专藏”强调的是内容的专门性,其定义同时

涵盖系统收藏的普通红色主题藏书.
红色专题特藏,目前尚无通用界定,作为红色资源

与图书馆特藏的交集,其涵盖的范围通常因馆而异.
就复旦大学图书馆来说,红色专题特藏作为特藏的专

题门类,涵盖中国共产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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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具有历

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各类特藏资料.

２　高校图书馆红色专题特藏的重要意义

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职能不断演变和

发展,逐渐形成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等

三大公认的职能.图书馆作为大学的心脏[７－８],通
过丰富多样的馆藏,为三大职能的发挥提供有力支

撑.其中,红色专题特藏可以视为图书馆全面支撑

三大职能的典型案例,对其价值加以深入挖掘,将在

红色基因传承、红色资源研究、红色文化传播等方面

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

２．１　人才培养价值:红色特藏是思政教育的生动

教材

红色文化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家国

情怀,对大学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具有重要作用[９].因此,相比普通特藏,承载红色文

化的专题特藏具有更独特的教育价值.由于形式多

样、主题鲜明,借助红色特藏能以更生动的方式达成

弘扬党的伟大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接续党的伟大事

业这一重要思想政治教育目标,通过红色特藏所蕴

含的红色元素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的心灵[１０].

２．２　科学研究价值:红色特藏是相关研究的重要

素材

红色特藏所涵盖的时间跨度与现当代史的研究

基本重合,其中的独一无二的手稿、书信、档案、账
册、日记等原始资料,或某一主题系统完整的资料,
可以引发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者新的

科研兴趣,为发现研究线索、提出研究新课题、产生

领域新知识提供可能.

２．３　服务社会价值:红色专题特藏是大众教育的鲜

活题材

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大学社会服务职能

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均强调,高等教育应增强社会服务能力[１１].红

色特藏可以作为服务社会的鲜活题材,作为图书馆

响应全社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推动公民道德建设

的教科书[１２].通过挖掘红色特藏,讲好红色故事,
让红色文化深入人心.

３　复旦大学图书馆红色专题特藏现状及特点

复旦大学图书馆自２０１７年开始有目标、有计划

地整合和建设红色专题特藏,并在学校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双一流”经费支持下,重点开展“红色经典”专项

建设.在早期积累的红色文献基础上,图书馆以陈

毅元帅藏书及资料入藏为契机,聚焦重要人物、重要

事件,全面启动红色专题特藏的收藏、整理、研究和

利用.目前,复旦大学图书馆红色经典收藏主要来

源于:
(１)历史积累.如各种建党早期书刊,包括延安

时期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等党

的领导人著作和历史文献、哲学社会科学读物、军事

研究著述及时事政治读物等红色图书;以及多种红

色报刊,如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领导的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早期创办的刊物«先驱»、１９２３年瞿秋白担

任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前锋»;国共合作时

期,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主编的

«政治周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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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题捐赠.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以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主的陈毅元帅资料、陈望

道藏书、１９４４年参与抗战的美国中校飞行员乔治
韩伦(GeorgeHanlon)收藏的延安时期版画、开国少

将及老红军资料等.
(３)批量采购.如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社会发展的海量民间历史资料、数千张侵华日军绘

制的地籍图等资料.
(４)系统收集.包括新冠疫情暴发后采集的复

旦大学抗疫专题资料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为时代背景.
这批资料主要具有以下特藏属性:(１)年代特

殊:如新中国成立前红色专题出版物,特殊时期红色

专题出版物等;(２)类型特殊:除民国书刊外,非书资

料占相当大比例;(３)来源特殊:如名人捐赠/名人藏

书、名人签名本等.目前复旦大学图书馆红色专题

特藏的简况见表１.

表１　复旦大学红色专题特藏简况

来源 文献内容

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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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建

设新时期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新时代　

文献类型

历史积累 延安时期红色出版物 图书、期刊

批量购买 侵华日军手绘地籍图 地图

主
题
捐
赠

美军飞行员藏延安鲁艺版画 版画、回忆录(非正式出版物)、地图

陈望道藏书及资料 图书、期刊、手迹

陈毅藏书及资料 图书、照片、多媒体资料、手稿、实物等

开国少将、老红军资料 图书、期刊、日记、书信、照片等

华东革命大学资料 工作记录、照片、书信等

批量购买 当代社会生活资料 账册、日记、档案、书信

系统收集 复旦战“疫”专题资料
图书、期刊、研究文献、照片、多媒体资

料、手稿、原生数字资源、实物等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前的红色专题特藏具有年

代跨度大、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特征.

４　红色专题特藏价值挖掘的特色实践

从研究文献来看,自２００２年开始出现“红色文

化”“红色资源”等相关研究文章,近年来逐渐成为关

注热点,研究成果呈现直线上升态势,仅２０２１年就

发表相关文献超过６０００篇.«红色文化资源研究»
«红色文化学刊»两种专题期刊先后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创刊,更催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但与相关研究蓬

勃发展相比,红色文献资源的价值挖掘并未得到广

泛重视,正如徐建华等在«图书馆红色文献与红色专

藏»一文中所指出,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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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复旦大学图书馆在多年积累和建设的丰富红色

专题特藏基础上,为最大限度开发和利用红色资源,
近年来积极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三大举措九种手段,
努力为学校三大职能发挥作出贡献.

４．１　人才培养价值挖掘:参与式、阵地化思政教育

(１)吸引学生参观———打造思政教育与党史教

育阵地.为讲好红色故事,将规模化、专题化的红色

特藏建成思政教育基地,增强思政教育和党史、国史

教育的感染力.复旦大学图书馆在接收捐赠的延安

鲁艺版画后,建设了以“归来”为名的延安鲁艺版画

展室,除了展出有近８０年历史的反映解放区生产、
生活、战斗的木刻版画作品外,还重点展陈了中校飞

行员被游击区军民合力营救、接力护送到延安的巨

幅路线 图,并 将 韩 伦 中 校 在 回 忆 录 «行 走 中 国»
(ChinaWalk)中记录的故事与地图结合呈现,以可

视化的方式将版画背后中美戮力同心抗击日寇的故

事传递给参观者,令人耳目一新.该展室吸引了大

量校内外大学生、公众的参观,很多党支部将参观该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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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室作为支部主题活动.通过吸引学生参观,增强

思政教育的感染力,提升思政第二课堂的感召力.
(２)吸收学生讲解———做红色专题特藏志愿者.

学生除了作为参观者、学习者,参观红色专题特藏接

收红色教育外,图书馆还可以吸收其参与讲解,以讲

解员的身份更有利于了解、学习特藏所蕴含的红色

文化,激发和促进爱国热情和爱国意识[１３].成立于

２０１８年的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
员志愿服务队由从各院系选拔的学生组成,在习近

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下,同学们立志“用学思践悟的方

式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一代,做马克思主义

真理的讲解者、研究者、传播者、捍卫者”.
(３)吸纳学生策展———参与专题展览策划.在

图书馆主办的红色主题展览筹划过程中,充分调动

学生积极性,吸收感兴趣、有基础、有能力的学生参

与.学生通过对展陈资料的调研、梳理、策划,与讲

解者的身份相比,策展者的身份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相关主题.如“陈毅与上海———纪念上海解放７０周

年”展览策展小组吸收多位学生参与资料采集、内容

梳理和方案设计,学生以参与项目为驱动,全方位了

解项目主题,沉浸式接受思政教育.

４．２　科学研究价值挖掘:多形式、全方位驱动科研

(１)整理出版.与服务大众为主的展览不同,如
要发挥红色专题特藏的研究价值,需要对其进行系

统、全面的整理和揭示.就某一主题资料整理后编

辑出版是较为基础、常见的做法.如复旦大学图书

馆最近几年出版或已经进入出版流程的«归来———

Hanlon中校捐赠延安鲁艺版画»主题画册(非正式

出版)、韩伦中校会议录«行走中国»(ChinaWalk 的

译本,非正式出版)、«雪后青松———纪念陈毅诞辰

１２０周年照片集»(２０２２年出版)、«陈望道藏书图录

与目录»(２０２２年出版)等.整理和出版本身是图书

馆员研究的一种形式,同时,学科相关研究者也可通

过专题出版物了解特藏全貌,更易于发现研究线索.
(２)建设平台.一方面,在红色文化传承视域

下,建设专题平台有助于图书馆间的合作共建与资

源共享,以及红色文化的发扬[１４].另一方面,借助

平台汇集的多类型、多源、异构数据,研究者可以更

方便地获取研究资料,并通过平台的数字化、数据化

呈现,发现研究线索,洞察研究先机.复旦大学图书

馆于２０２１年启动建设陈毅专题数据平台,该平台在

馆藏陈毅捐赠资料基础上,全面汇集与陈毅相关的

各类文献、资料、数据.在内容上,平台在实现了多

资源类型的文献汇集的同时,通过对«陈毅传»«陈毅

年谱»、油印本«陈毅日记»等条目的拆解,形成多源

异构数据的融合.在功能上,应用本体、关联数据、
知识图谱等技术,以红色人物为中心,通过人、地、
时、事等信息,打造“时空地图”,将陈毅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时空旅程

可视化呈现,并通过知识图谱,展现各要素之间的关

联关系.这一平台得到了新四军研究专家、党史研

究专家、业界专家的认可和好评,认为该平台的基础

数据和拓展功能为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

便利.
(３)设立课题.除了通过建设平台为研究者“搭

台唱戏”外,复旦大学图书馆还尝试以课题招标的形

式吸引感兴趣的师生对专题特藏进行研究.通过这

一方式可以更深入地挖掘红色专题特藏价值.经过

课题招标公告、提交申请材料、答辩和评审等一系列

环节后,获批课题正式立项.２０２１年,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博士生针对侵华日军手绘地籍图开展整理和

研究的课题成功获批.该项目在编绘地籍图目录的

基础上,编制“一览图”,复原出地籍图的绘制过程;
通过论述地图的形成过程,从侧面反映日本对东北

地区的殖民.此外,研究者还将以地籍图复原２０世

纪上半叶“关东厅”自然地理情况,并以地籍图背后

所反映的日本殖民政策与东北土地制度为主题,撰
写相关论文.

４．３　社会服务价值挖掘:立体化、全媒介大众推广

关于红色文献大众推广的文章相对较多,既有

来自图书馆员对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的探讨,也有从

传媒研究者的角度对红色文献开发转化和大众化传

播路径的研究[１５].复旦大学图书馆在多年实践基

础上,参考借鉴已有成果,着力立体化推广、全媒介

应用,采取了多种举措挖掘红色专题特藏的社会服

务价值.
(１)开展校地联合,将展览延伸到校外.策划专

题展览是红色专题特藏大众推广的常规手段.为扩

大红色专题特藏在公众中的周知度,学校与地方政

府合办重要展览是较为有效的方式.２０１９年５月,
为纪念上海解放７０周年,复旦大学和杨浦区委主

办,图书馆联合杨浦区文化与旅游局合作举办“陈毅

与上海———纪念上海解放７０周年”主题展览,借助

杨浦区的同步宣传,吸引了校内外诸多观众前来观

００１

高校红色专题特藏的价值挖掘/王乐

ValueMiningofRedSpecialCollection:TakingFudan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WangLe



2022

年
第1

期

展,有效地扩展了公众的参与度.
(２)多种形式宣传,借助融媒体广为传播.为吸

引大众关注和了解,复旦大学图书馆设有专人负责

特藏的宣传推广,其中各种宣传品的设计、宣传文案

的撰写、宣传渠道的拓展是最重要的工作内容.目

前针对红色专题特藏所采用的多样化宣传形式包

括:①制作折页、专题明信片、纪念包袋等文创产品.

②拍摄专题纪录片.围绕延安鲁艺版画背后的故事

拍摄«归来»专题片,在展厅循环播放的同时,还在图

书馆主页和Youtube发布.③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

系列推文.④策划团队参观.校内外诸多团队以支

部活动、小队活动、联合共建活动等形式前往红色展

厅参观.通过多形式的宣传,复旦大学的红色资源

在校园内外得到广泛传播.⑤联系媒体广为报道.
将红色专题特藏相关活动通过人民网、光明日报、中
国新闻网、澎湃新闻、新民晚报、青年报等多家媒体

进行深入报道,广泛吸引公众了解和关注,收到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３)打造虚拟展厅,确保公众无障碍访问.无论

是常设展厅,还是临时展览,都受到实地观展的限

制.而信息技术的加持极大地扩展了大众推广的边

界.在线的虚拟展览将红色专题特藏从高校图书馆

的实体空间释放出来,不仅可以通过３６０度虚拟展

示来还原实景,还可以将展品数字化、数据化.通过

开放线上公开访问,将红色专题特藏以新颖、生动的

方式推广到每个角落.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在线

虚拟展厅可以有效弥补校外人员无法入校实地观展

的局限.

５　结语

中国知网文献数据显示,各类图书馆关于红色

文化、红色资源、红色特藏的研究成果逐年增长,这
一领域已经得到了高校图书馆的普遍重视.但从总

体上来看,各种研究和实践多聚焦于红色资源的建

设和阅读推广,基于内容深度组织和形式创新的探

索相对较少.本文聚焦红色专题特藏的价值挖掘,
对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具体实践进行总结,从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个角度,梳理了有代表性

的举措.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包括复旦大学图书馆在内

的众多实践还相对零散,对于红色文献的开发与利

用亦呈现出不充分的特征;此外,各图书馆、机构和

个人收藏者之间尚未开展红色文献的联合建设,服
务和研究都缺乏统筹和合作[１６].因而很大程度上

限制红色专题特藏价值的发挥.若要深度挖掘专题

特藏价值,各图书馆应在积极实践基础上,基于同类

主题合力建设,设立共建共享机制,从而推动红色文

化的传承和研究更加蓬勃地发展.

参考文献
１　渠长根,闻洁璐．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综述[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４２(２):１７９－１８７．
２　高翔．充分认识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J]．党建,２０１９(５):１７－１８．
３　蒋友财,邹雪．黔东南文化旅游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２０１９:１７．
４　赵莉．红色文献资料综述[J]．丝绸之路,２００９(１８):３１－３６．
５　徐建华,杨丽娟,伍巧．图书馆红色文献与红色专藏[J]．图书馆论

坛,２０２１,４１(７):４０－４５．
６　王乐．略论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的价值与发展方向[J]．大学

图书馆学报,２０２０(３):１３－１７．
７　吴建中．大学图书馆的昨天、今天和明天[J]．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４,３３

(１２):４－８．
８　郝平．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北京大学陈建龙馆长采访郝平校

长访谈录[J]．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２１,３９(１):５－７．
９　徐玉莲,王丽慧,马妍林．红色文化传承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

机融合[J]．教育学术月刊,２０２１(１２):２５－３０．
１０　喻学林,向慧芳．红色文化、红色资源和红色基因三者关系及其

研究价值论析[J]．红色文化学刊,２０２１(４):９６－１０２,１１２．
１１　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EB/OL]．[２０２０－０２－１８]．http://www．moe．gov．cn/srcsite/

A０１/s７０４８/２０１００７/t２０１００７２９_１７１９０４．html．
１２　刘一鸣,谢聪玉．图书馆红色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研究[J]．图书

馆,２０２１(１１):９４－９９．
１３　梁笑莹．湛江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及开发研究[J]．淮南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２０２１,２１(６):１０－１２．
１４　刘倩倩,夏翠娟,朱武信．红色文化传承视域下的红色文献服务

平台建设实践与思考[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２０２１,１１(４):１７－
２４,３２,１６．

１５　李文健,杨海静,王良珞．关于红色文献大众化传播实践的几点

思考[G]//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五

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壮丽七十年 辉煌新天津．天津:天津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９:２１５－２２１．
１６　伍巧,徐建华,陆艳．图书馆红色文献建设与推广路径[J]．图书馆

论坛,２０２１,４１(７):５１－５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２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６日

(责任编辑:王波)
(转第１１４页)

１０１

高校红色专题特藏的价值挖掘/王乐

ValueMiningofRedSpecialCollection:TakingFudan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Wan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