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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建设探析

———以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

□侯壮∗　李泰峰　喻梦倩

　　摘要　以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近年的阅读推广工作实践为例,用个案分析的方法,从开展阅

读推广工作的基础保障、专职馆员队伍建设、阅读空间打造、阅读推广活动模式创新、新技术应用

及宣传等多维角度出发,探究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常态化建设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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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图书馆承担着服务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管理创新与文化传承的重任,如何将浩如烟海的

馆藏推广给读者,尤其是大学生读者,是高校图书馆

阅读推广工作永恒的主题.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近

年来始终坚持以阅读推广服务于学校人才培养及文

化传承,将“以文化人、育人兴文”作为动力和使命,
以启德明智、润物无声为工作理念,乘国家、四川省

和学校力推“全民阅读”工作之东风,在中国图书馆

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及其旗下大学生阅读委员会、
阅读与心理健康委员会的指导下,以创建全民阅读

示范基地为目标,从开展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

的基础保障、专职馆员队伍建设、阅读空间打造、阅
读推广活动开展模式、技术引领、活动宣传等多维角

度探索开展阅读推广工作的可持续常态化建设,不
断创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体

系和特色.

１　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开展的基础保障———学校

及图书馆的政策及经费支持

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常态化开展阅读推广离不开

学校的政策支持[１]和财政保障.电子科技大学是教

育部直属、国家“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大

学,以培养“基础知识厚、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
具有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２]为

根本任务,多年来秉承“求实求真、大气大为”的校训

和拒绝平庸、追求卓越的学术传统,十分重视构建以

学术和学习文化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建设,并将图书

馆的阅读推广工作纳入学校人才培养和校园文化建

设体系,给予政策和经费上的支持.

１．１　学校政策支持,阅读推广工作纳入学校人才培

养和文化建设工作

从学校层面上看,２０１２年电子科技大学正式成

立学校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作组.由校长担任领

导小组组长,校党委书记及副校长担任副组长,图书

馆、相关职能部门及学院领导担任小组成员.文化

建设领导小组及工作组的成立,将学校文化建设提

到新高度;２０１５年,图书馆成为电子科技大学通识

教育委员会成员,大学生阅读与成长纳入学校通识

教育体系.系列举措将阅读推广纳入学校人才培养

和文化建设重要工作范畴,图书馆作为学校人才培

养、校园学术及学习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员,肩负阅读

推广及文化传承重任,在政策及经费诸方面得到学

校在制度层面上持续有力的保障.

１．２　学校经费保障,专项经费用于阅读推广工作

学校将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及文化建设纳入学

校人才培养及校园文化建设范畴,在政策上给予高

度重视与支持,极大地提升了阅读推广工作的重要

地位.学校除了持续增加图书馆经费投入,保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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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资源、设施及空间环境不断更新与提升外,自

２０１０年开始,每年都划拨专项经费,用于支持图书

馆的阅读推广、学习文化环境及设施的建设等工作.
专项经费主要用于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读书月、毕
业季等)、阅读推广宣传品的制作(沙画、内刊、海报

等)、专题阅览区的建设(三品堂、博约书屋等)、专用

阅读设备的采购(书香成电、悦读e站)等,学校拨付

用于图书馆的经费和专项经费分别见图１和图２.

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度学校拨付图书馆经费

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学校拨付图书馆阅读

推广及文化建设专项经费

１３　图书馆发展政策保障,阅读推广工作纳入图书

馆战略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及十三五

战略规划中提出的发展总目标是:“建设开放性、国
际化、学科特色鲜明、形式多元化的一流文献资源保

障与服务体系,创造国内最具活力的学习与研究空

间,全过程、全方位为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管

理决策提供科学准确、优质高效的服务,支撑学校建

设与发展,建成学术性、研究型的一流智慧图书馆”.
围绕创造国内最具活力的学习与研究空间,全过程

全方位地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优质服务这一发展目

标,图书馆专题制定了相应的阅读推广与文化建设

发展规划,每年再据此制定年度阅读推广工作计划,

从图书馆发展政策层面把阅读推广工作纳入图书馆

战略规划加以保障、落实及实施.

２　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开展的组织保障———专业

队伍建设

为开展可持续常态化的阅读推广工作,需要建

立一支专职的阅读推广队伍.为此,电子科技大学

图书馆成立了专职的馆员团队,并建立隶属于图书

馆的阅读推广学生团队———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

会,从组织层面高效地推进工作.

２．１　专职专岗,设立阅读推广专业岗位,建立专职

团队

２０１４年,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结合学校岗位聘

任工作,整合部门功能职责,在机构和岗位设置时注

重专职团队的建设,在阅览部设立了“阅读推广与文

化建设”团队的专职岗位,团队共７名专职馆员,其
中６人为研究生学历,１人为本科学历.团队所有

成员均具有良好的专业背景,年轻并充满活力,乐于

思考和探索.岗位设置分工明确,成员相互协作,负
责全馆的阅读推广、文化建设和本科生的信息素养

与创新能力培养工作的策划、组织、宣传及实施.自

成立以来,牵头协调学校及图书馆相关部门,承担了

全年各项阅读推广活动的策划与实施,打造了系列

的阅读推广及文化服务品牌,开展阅读推广研究,申
报课题与项目,带领学生团队卓有成效地工作,为常

态化可持续开展阅读推广工作提供了人员队伍

保障.

２．２　重视读者参与,设立负责阅读推广和文化建设

的学生团队———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２年开始,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成立了一支

专门负责阅读推广和文化建设的学生团队———图书

馆学生管理委员会(下简称图委会),贴近读者需求、
吸引读者参与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与文化建设工作.
每年图委会都会主办系列阅读推广活动,活动的互

动性强、参与面广,深受读者喜爱.读书月期间,图
委会组织“图书馆零距离”、“图书保卫战”、“读者沙

龙”等互动活动;毕业季,图委会负责全校的毕业季

图书漂流;迎新时节,图委会在馆内设立迎新点,协
助新生了解图书馆服务;感恩季,图委会进行义卖活

动,寻找资助对象,传递爱心;图委会还通过拍摄微

电影宣传图书馆服务;协助图书馆完成内刊«花辰月

汐»的编辑出版.图委会成员既是读者,又是阅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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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的参与者,在组织活动、传递书香中成长.为表彰

图委会在阅读推广和文化建设中的付出,每年年终

图书馆都为图委会举办“年终颁奖典礼”,表彰团队

中表现突出的个人,总结一年工作得失.

３　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开展的空间———富于活力、
特色鲜明的八角书斋

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图书馆为正八边形中空建

筑,典雅、厚重、大气,读者亲切地称之为“八角书

斋”.自２００９年清水河图书馆正式开馆以来,图书

馆充分利用八角书斋的空间优势,通过调研读者需

求,整合优质资源,应用新技术,努力为师生打造功

能齐备、特色鲜明、富于活力的博约书屋、三品堂、主
题展览空间、共建空间等系列阅读空间,并依托这些

阅读空间,开展了精彩纷呈的以“八角书斋”为品牌

的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将图书馆打造成读者最喜爱

的阅读驿站和精神家园.

３．１　博约书屋———读者需求驱动,即阅＋即选＋
即借

博约书屋,在阅读环境营造方面注重以书卷墨

香＋咖啡醇香＋古朴家具烘托出阅读的博雅氛围,
散发出幽幽书卷气,吸引读者抵达一个书世界,为读

者提供一个闲适舒心、放松心境的沉浸式阅读场所;
其服务模式的创新之处是采用由读者需求驱动的即

阅、即选、即借方式:由本馆的本地中标书商将和市

场同步的新书尤其是人文类图书直接送到博约书

屋,读者在这里阅读、选书,选中的新书由资源部馆

员现场编目加工后马上借给读者.读者在这里可以

阅读和外借最新的图书,和资源采访馆员沟通交流

需求,还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开展读书分享沙龙等活

动.师生在这里细细品读新书,参与图书馆资源建

设,人民网四川频道为此做了专题报道.博约书屋

于２０１５年４月开放以来,读者荐购图书３０００余种、

１００００余册.

３．２　三品堂———图书馆＋博物馆,传承学校学术及

学习文化

图书馆打造了集“成电(电子科技大学原校名成

都电讯工程学院,简称成电)文库”、“成电记忆”场景

展区、自由阅读区为一体的开放式特色阅览区,命名

为“三品堂”,即“品读、品学、品味”,谓之“三品”.
“成电文库”集中展示学校教师和校友的学术专著,
“成电记忆”收集建校初期师生生活、学习、工作中使

用过的家具物品和馆藏图书,复原了学生宿舍、教工

宿舍、办公室、实验室,再现当年师生学习、工作和生

活的实体场景,营造了群书环绕的图书馆＋博物馆

的氛围,读者可以在这个充满历史气息的特殊区域,
伴随书香怀旧,阅读学习,激发对学校的热爱.这个

区域常年吸引大批校内外读者驻足参观、阅读,尤其

深得校友们的好评.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除接待校内读

者外,还接待校外来访宾客共１３０００余人次.

３．３　主题展览空间———主题推送＋新书展示＋文

化展览,引领阅读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将清水河馆二楼一站式服

务大厅、中庭走廊及三品堂、一楼中庭等读者流动量

大的区域设为主题阅读推送、新书及文化展示区,在
这里常年举办不同类型的主题书展、文化展览和大

型阅读活动,引领阅读.读者自由阅览主题推送图

书、参观展览.另外,在不同学科门类的馆藏区也开

展新书和主题图书的展示、推送.

３．４　共建空间———合纵力量＋特色资源,联合阅读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合纵校内外力量,联合部

分学院、单位,结合馆藏资源,在馆内共建了不同主

题的特色阅读空间,如“成电国际”、“蔚蓝书苑”、“经
管之角”、“０１空间”、“党建空间”等.

与空军住校选培办联合打造“蔚蓝书苑”———国

防生阅览专区,该区域集中展示军事类书籍,并在墙

体上对空军及装备等进行详细介绍,读者在此阅读

学习的同时,也能领略空军风采.
与校国际合作交流处合作,在馆内打造“成电国

际”文化体验基地,展示各国留学生的本土物品、服
饰、书籍、旗帜等,为留学生及在校师生参与国际交

流、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教育信息搭建平台;并
与美国领事馆、法国领事馆等合作举办文化周及各

种主题展览;向来访国际友人展示我校国际教育和

交流的成果,营造国际化氛围,受到留学生、来访外

宾和学校师生的喜爱.

４　四季书香———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开展的模式

图书馆阅读推广作为一种服务,与传统图书馆

服务的形态具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可归纳为服务

活动化和服务碎片化.活动化、碎片化的服务给图

书馆管理与服务提出新的课题[３].
秉承“以文化人、育人兴文”的理念,电子科技大

学图书馆不断探索常态化开展阅读推广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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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尝试将活动化、碎片化的阅读推广服务结合

馆藏特色、学校学科特色及大学生读者的学习时间

周期特点,形成了以“八角书斋”为品牌,以阅读树

志,百学修身为宗旨,以开学季、读书月、毕业季、迎
新季及校庆周、国庆周、感恩季等板块构成的“四季

书香”阅读推广模式,将阅读推广活动与师生学习和

生活的时间规律相关联,用时间线串起全年的阅读

推广活动,阅读推广工作得以“四季长流、水不断

线”,常态化地持续开展.“八角书斋”阅读推广系列

活动荣获学校２０１４年精品文化活动荣誉称号,成为

学校阅读活动的名片.

图３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四季书香”阅读推广模式

４．１　春风吹启“开学季”
二月的春风还未剪出绿丝绦,书香却已伴着还

未散去的年味飘然而至.“开学季”活动分为:“悦读

春天”———主题书架、开学季青春励志电影展播及读

者课堂三部分内容.

４．２　博洽多闻“读书月”
“读书月”活动开始在春暖花开的四月,形式多

样的互动活动、精彩纷呈的讲座、内容丰富的展览展

播串起一个月的精彩阅读时光.
一个月的“读书月”系列活动分为:互动活动、展

览展播、精彩讲座三大类.活动有针对性,针对不同

类型的读者设计不同的活动内容;互动性强,读者可

以亲身参与,了解图书馆,提出自己的阅读需求;连
接起校内外读者,文化交流穿插其中,活动形式多

样,营造浓郁的阅读氛围.经过四年时间的沉淀,以
“阅读树志,百学修身”为主题的阅读推广活动已经

成为校园里最具影响力的阅读活动.

４．３　书香温暖“毕业季”
每年栀子花香,骊歌依依的告别时节里,图书馆

都会举办包括“书香成电”、图书漂流、毕业留言板以

及毕业留影等在内的毕业季活动,让毕业生们带着

书卷墨香和母校的浓情祝福踏上人生新旅途.

４．４　“迎新、校庆”聚书客

在迎新季,图书馆准备了迎新电影展播、新服务

体验、读者沙龙、讲座等系列活动,帮助新同学快速

了解图书馆的资源及服务,尽快适应大学学习,融入

校园生活.
九月底校庆周,图书馆都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

及文化活动,向学校献礼,指引学子回家路.活动包

括校庆系列文化展览、校友阅读卡发放、“成电记忆”
校庆沙画及视频展播、校园开放日等.

４．５　阅读助人“感恩季”
当银杏灿烂地装点着校园,图书馆“感恩季”活

动也拉开帷幕,读者身体力行,感受阅读助人的乐

趣.图委会同学在活动前期将进行资助对象调查和

选择,确定每年的资助对象;感恩节当天,图书馆会

举办面向全校的“感恩节义卖活动”.将同学捐赠的

书籍义卖给读者,而后将善款送到资助对象手中.

５　技术引领,助力阅读推广常态化

根据读者阅读习惯与需求的变化,电子科技大

学图书馆利用新技术,聚集海量数字资源,大胆尝试

在图书馆应用各种新技术、新设备,为读者提供更多

的阅读载体、内容和手段,方便读者用最快捷的方式

获取丰富的资源.

５．１　自助服务,延长阅读服务半径

２０１０年,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应用RFID技术,
实现了自助借还,读者只需在查询系统中键入关键

字,就能获得图书准确的层架信息;分布在各楼层的

自助借还终端,实现读者就近自助借还,既方便又节

省时间,提高了图书利用率与流通时效,大大改善读

者体验;在学校行政主楼设立了“自助图书馆”,在学

生宿舍区设立了“２４小时自助还书机”,在学校学生

活动中心和外国语学院建立了分馆,将阅读服务延

伸到读者身边.

５．２　“自主学习系统”,课堂在身边

２０１５年,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推出了自主学习

系统,该系统与学校教务系统同步,教师可为课程推

荐教学参考资源,同学们可一站式获取与课程相关

的纸质教学参考书的馆藏信息和获取电子版全文、
相关课程视频等各类资源,这里是课程的自主预习、
自主学习和针对性复习的“第二课堂”.系统中有四

六级、考研、就业、出国专区四个栏目,可满足学生的

英语学习、计算机能力提升、考研准备、考公务员准

备、出国准备、就业准备等多种学习需求.读者可通

过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信息终端随时

随地查看各类资源,分享彼此的读书笔记与心得.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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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移动图书馆,阅读在手边

２０１３年,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正
式上线,移动图书馆平台与图书馆联机目录系统对

接,将图书馆的阅读与空间服务,如图书预约、续借、
馆藏检索、有声读物下载、电子报刊阅览、独立及团

队研修室预约等集成在移动图书馆平台,极大方便

了读者阅读和使用阅读空间.迄今为止,移动图书

馆共计登录１５３万余次,深受读者欢迎.

５．４　“书香成电”传递校园人文关怀

２０１４年图书馆上线了“书香成电”———成电人

的私人订制书房.所有成电人(成电师生、校友、家
属)均能免费享用这个电子阅读平台.读者成功注

册后,能免费阅读平台所提供的涵盖经济、法律、人
文、历史等２２个类别的十余万种电子图书.此外,
“书香成电”还提供３万多集包括网络畅销小说、评
书、相声等５００G以上的优质有声读物资源,并为在

校师生量身打造４０个精品阅读专题.平台一经推

出,校内外的成电人都纷纷注册成为用户,当前平台

注册用户数为３．９万余人.

５．５　新媒体构成“多微”宣传模式

阅读推广工作离不开宣传工具和平台,电子科

技大学图书馆借助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微博平台

传递阅读信息,长期面向校内外读者推荐优秀读本、
与阅读相关的讲座信息等内容,吸引读者关注;借助

学校微信平台,开展主题阅读推送、宣传阅读活动,
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深受读者喜爱,多次点击率

上万.
微视频是一种读者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电子

科技大学图书馆自２０１２年起,先后制作了“玩转图

书馆之初来乍到”、“移动图书馆宣传微视频”、“成小

电的大一幸福生活沙画”、“记忆中的成电沙画”等微

视频.微视频中既有图书馆馆藏资源及服务介绍,
又有阅读氛围渲染,还有成电故事讲述.所有视频

一经推出,均受到读者喜爱,起到了很好的推广宣传

效果.如图书馆在建校５８周年推出的“记忆中的成

电”宣传沙画,在官方微信平台发布后,阅读数在南

方周末推出的“高校微信阅读量 TOP２０”中排名

第一.

６　服务社会,勇于担当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的社会

责任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于２０１４年５月中旬起,成

为四川省首批１１所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高校图书

馆,接待社会读者入馆阅览,并组织校外读者参与阅

读及文化活动,至２０１５年底,共计接待社会读者

１４８００余人次,包括各类社会团体,如全国重点中学

学生团、全国青少年科技夏令营学生团、留守儿童

团、老年大学团等的参观１８批次,１２００余人次,积
极担当全民阅读推广的社会责任,深受广大社会读

者好评.

７　对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建设的建议

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５年,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接待

读者人次逐年上升,共计１２００万余人次,其中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接待读者人数的年平均增长量为１３％左

右,２０１５年在２０１４年的基础上依然保持增长.在

各图书馆纸本书借阅下滑的大背景下,纸本图书借

阅量基本保持稳定,读者在馆内的阅读量显著增长.
图书馆经过不懈努力,成为师生读者热爱的阅读和

学习空间.２０１２年,图书馆品牌展览“成电印记”在
电子科技大学“首届精品文化评比活动”中,以最高

分获得“精品文化活动”称号;２０１３年“网聚万卷书

掌拥八角斋”获“全民阅读年会阅读案例一等奖”;

２０１４年图书馆的品牌阅读推广活动———“读书月系

列活动”在学校“第二届精品文化评比活动”中,再次

以高分获得“精品文化活动”称号;图书馆连续荣获

中国图书馆学会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全民阅读先进单

位奖”,２０１５年获得中国图书馆学会“全民阅读示范

基地”称号;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４－１７日,由中国图书馆

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办,大学生阅读推广委员会、
阅读与心理健康委员会及四川省图书馆学会指导,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承办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

理论与实践高级研修班”在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

区开班.这是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首次

举办专题性的研修班,来自全国各高校图书馆及各

省市图书馆等单位的２１０多位专家、业内人士参加

交流,共同学习研讨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实践

及未来发展[４].

７．２　对高 校 图 书 馆 阅 读 推 广 工 作 常 态 化 建 设 的

建议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是学校人才培养和校

园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引领与推动全民阅读的需

要.目前全国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在中国图

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及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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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各高校图书馆高度重视、积
极推进并不断创新,已成为高校图书馆服务工作的

新常态,推动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建设,建议从如下

方面着力:

图４　中国图书馆学会授予“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称号

图５　承办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高级研修班

７．１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建

设的特点

目标明确,以文化人,育人兴文,高校图书馆阅读

推广围绕学校的人才培养与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开展;
学校政策支持有力,阅读推广工作纳入学校人才培养

体系和校园文化建设规划、图书馆战略发展规划,专
项经费保障到位;馆员与专职团队推进高效;经过近

五年不懈努力,打造了演绎阅读活动的“八角书斋”阅
读新空间,形成“四季书香”阅读推广活动开展新模

式;铸就了“八角书斋”阅读推广活动金品牌;需求驱

动,新技术引领新阅读,新媒体助力“多微”宣传;与时

俱进,勇于担当全民阅读推广责任,服务社会.
(１)基础保障:统筹规划、落实经费是阅读推广

工作常态化可持续开展的基础保障.在学校政策层

面,争取学校的支持,把阅读推广工作纳入高校人才

培养和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并给予经费保障;图书馆

发展政策层面,把阅读推广工作纳入图书馆战略发

展规划,长远考虑、科学谋划、明确工作目标,并制定

年度工作计划加以落实.
(２)组织保障:成立阅读推广部门或在读者服务

部门建立专职的阅读推广队伍,并且整合校内外力

量和资源,培育校内阅读推广人,联合业界国内知名

的阅读推广人,形成合力,持续地推进工作.
(３)阅读环境:以“资源＋空间＋服务＋技术”的

融合创新为抓手,结合实体馆藏现场定期主题推送

及网上移动图书馆、图书馆主页、数据库和网络资源

等多样化的阅读载体、设施和手段,提供多元阅读资

源;打造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求知欲和参与感、
驱动阅读和学习兴趣、功能多样、特色鲜明和富于活

力的阅读空间,吸引和方便读者到馆阅读,为图书馆

常态化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提供演绎精彩的舞台;应
用新技术改善师生阅读体验、延伸阅读服务到读者

身边,借助新媒体,打造“多微”立体宣传平台,利用

微信、微博、微视频等读者喜爱的形式,大力推广优

秀读本,引导读者阅读,弘扬阅读文化;挖掘馆藏,传
承学校学术与学习文化,营造阅读引领、以文化人、
潜心育人的阅读氛围,为全校师生提供开放现代、方
便获取、典雅舒适,促进交流分享、创新协作的阅读

学习环境.
(４)阅读活动开展模式:围绕学校培养全面发展

与个性发展相结合、“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多元化

教育”为核心内容的精英人才培养及校园文化建设

工作,将阅读活动与学生学习和生活关联,制定阅读

工作年度计划,保持阅读活动常态化开展,形成符合

本校学生阅读需求和特点的阅读推广模式;根据学

生学习生活的时间、课程及成长规律,满足大学生阅

读需求中求知、求新、求精品、求趣的特点,结合线上

线下,打破常规[５],策划富于创意的推广活动,打造

阅读品牌,提升活动效益.

８　结语

阅读推广工作是图书馆育人功能的重要体现,
是图书馆加深服务层次和提升服务指标的新要

求[６],高校图书馆凭借其良好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阅

读资源、专业的馆员、阅读需求强烈的大学生读者,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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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及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中承担着组织者和推动

者的责任和义务.在工作实践中,高校图书馆需要

不断努力,总结经验,认真研究高校读者的阅读习

惯,开展与读者学习生活关联的阅读推广活动,建立

起阅读推广工作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阅读推广工

作,为学校人才培养和校园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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