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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化”服务少数民族大学生:高校图书馆的新探索

———以福州大学图书馆为例∗

□吴佳丽　刘敏榕

　　摘要　通过不断创新与探索,福州大学图书馆实现了面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学生

服务的精致化、特色化、民族化、融合化、师长化的目标,取得了较好成绩.文章在总结福州大学

图书馆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新时期内地高校图书馆如何创新管理模式,着力帮扶工作,“精致化”
服务少数民族学生,为促进民族团结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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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中指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
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

那样紧紧抱在一起”[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

平总书记还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２].然而,近年来占全国六分之一土

地面积的祖国边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受境内外部分

不法分子的欺骗和蛊惑,有时出现了社会不稳定、人
民不能安居乐业、教育领地被极端宗教分子强行占

领的现象.因此,做好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培养教

育工作意义重大,且刻不容缓.

２０１６年初,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

馆规程»指出,图书馆应全面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工

作,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学

生综合素质.作为文化先锋阵地的高校图书馆在环

境育人、资源育人、人才育人、管理育人与服务育人

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义不容辞的责任.但

是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仍然没有意识到对数量不断

增加的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管理与服务要有特殊的

方式,缺少更加贴近、融入人才培养主旋律的思想育

人、道德育人、教学育人、活动育人、关怀育人、服务育

人的“精致化”培养方法和模式.因此,高校图书馆必

须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精
致化”管理与服务,让少数民族学生在校园里健康成

长,形成坚定的爱国意识、民族团结意识[３].
福建省一直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工作,为加强少

数民族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福建省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雷春美到福州大学图书馆少数民族

文献馆与少数民族学生亲切交流,勉励同学们珍惜

机会、勤奋学习,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促进

者、维护者、捍卫者.她强调:“做好新疆工作是全党

全国的大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

疆工作的重要论述,讲好中国故事、中华民族故事、
新疆故事,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福州大学为做好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教

育管理服务工作,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４]

近年,福州大学也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学生的培

养工作.学校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分管学生

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和图书馆馆长为副组长的少数民

族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面向偏远地区少数民

族学生学籍管理优惠政策;不断提升校内民族食堂

７５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高校图书馆为少数民族学生开展特色服务的探索与研究”(编号:JAS１８００１８)的研究成

果之一.
通讯作者:刘敏榕,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８５９３Ｇ０４９０,邮箱:１８８６４５３７４＠qq．com.



2
0

1
9

年
第3

期

的建设和服务水平等一系列举措,为少数民族学生

教育、管理、服务等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经过３年

的筹备与实践,２０１７年,学校专门成立了“少数民族

文献馆”,为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

服务工作搭建了一个新型的服务平台.对该项工

作,«中国教育报»«中国科学报»«中国青年报»«新疆

日报»、阿克苏政府网、新疆昌吉电视台新闻联播都

做了相应报道,«福建日报»、人民网、中国新闻网、东
南网、今日头条、福建教育电视台等进行了跟踪报

道,发表文章超过１００余篇.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

福州大学新疆籍学生达尼娅等同学的先进事迹.

１　图书馆“精致化”服务少数民族学生的探索

“精致化”概念来源于管理学领域,通常被称作

“精细化管理”.要求管理工作做到制度化、标准化、
程序化,强调执行力和绩效评估[５].

根据«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学年内地新疆学生培养计划

统计»,目前内地新疆籍大学生分布在全国３０个省

市２１０５ 所 高 校,在 校 人 数 ２０４８３９ 名,其 中 汉 族

１２４７４９名,少数民族 ８００９０ 名[５].这些学生毕业

后,多数会返乡就业.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思
想和生活状况,对于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学生的

成长,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

意义[６].如对他们培养教育得好,则是国家之栋梁,
因此,内地高校一定要百倍努力,担负起帮助他们成

长的责任,使之成为建设祖国边疆的优秀人才.截

至２０１８年９月,福州大学共有少数民族学生２０４７
名,占全校学生的５％左右.其中,新疆籍少数民族

学生２２５名,包括维吾尔、哈萨克、回、锡伯等多个少

数民族,占全校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１０％;西藏籍

少数民族学生１０８名,占全校少数民族学生总数

的５％.
近年来,福州大学图书馆为少数民族学生主要

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１．１　发挥图书馆的文献、组织、场地等资源优势,强

化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引导

日常图书馆组织思想政治讲座、报告会,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不是很高,认为学习形式单一,学习内容

平淡.为此,图书馆与学校共同建设、组织少数民族

学生讲师团,每学期开学组织学生召开“谈家乡变

化,做时代新人”等内容的座谈会,还开展少数民族

学生“发声亮剑”征文比赛、书评大赛等活动,邀请专

家进行点评、颁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党的方针政

策,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优势、人才优

势,使少数民族学生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１．２　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

图书馆积极发挥教育职能,采取正面疏导的方

法,在每年９月少数民族学生迎新活动时,开展“真人

图书馆”活动.活动邀请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专家与

学生座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学习基础、家庭情况、就业

方向、职业理想等情况,指导他们制定学业发展和职

业生涯发展规划,树立理性的就业观.由于民族地区

教育质量欠发达,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高校就学

易缺乏自信,面对困难会产生消极情绪.为此,图书

馆老师加强与少数民族学生所在班级的辅导员、任课

老师、内派教师以及学生家长的沟通联系,通过“三进

二联一交友”活动(三进:进班级、进宿舍、进食堂;二
联:联系学生、联系家长;一交友:与学生交朋友),帮
助舒缓学生的焦虑心情,使其能安心学习.图书馆还

通过牵线搭桥,争取社会贤达支持,为少数民族贫困

学生提供助学金,对他们进行精准帮扶.
通过以上措施,图书馆将传授道德知识和总结受

教育者的道德生活经验相结合、个人示范和集体影响

相结合、榜样激励和舆论传播相结合等方法,培养少

数民族学生自觉遵循道德行为准则,养成优秀的个人

品质,使其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１．３　发挥图书馆的人才资源优势,进行学业帮扶

图书馆把关注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状况作为图

书馆的重要工作.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基础薄

弱,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存在心理压力.图

书馆牵头组织各方面的力量,通过不同的学业辅导

形式,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意识,增强他们的学

习自信心.具体做法包括:图书馆主动向学校领导

反映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情况,在校领导和相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图书馆出面组织师生,通过三个层

面在学业上帮扶少数民族学生.一是学院组织优秀

学生党员,建立“一帮一、结对子”的帮扶机制;二是

开设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提高班,由校团委组织学生

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集中辅导;三是举办答疑

指导班,由优秀教师和学生进行考前答疑解惑.通

过这些措施,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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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立了学习自信心.如２０１７级新疆少数民族新

生通过率比较低的«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英语»等
课程的通过率从原来的３０％提升到了７０％,切实帮

助少数民族学生解决了学习困难.

１．４　通过阅读推广活动,促进民族大团结

图书馆将少数民族文化与福建当地文化相结

合,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一是加强交流融合,依托

图书馆“嘉锡讲坛”等平台,组织各种讲座、读书沙龙

会、“４２３”世界读书日及宣传服务月等活动,提升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养;二是每年１１月举办

少数民族学生汇报演出、趣味运动会等,以增强少数

民族学生的自信心;三是定期举办公务接待、商务礼

仪、茶艺表演、新疆舞蹈等培训,通过少数民族学生

教汉族学生跳新疆舞、唱新疆歌,闽籍学生表演闽

剧、茶艺等方式,积极鼓励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参加各

种校园文化活动,参与班级管理和社会实践,促进各

民族学生交往融合,增进少数民族学生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感.
图书馆还通过举办各类阅读推广活动,组织少

数民族学生积极参与、表现自我.２０１８年,图书馆

开展的“朋辈引领,阅读推广”主题实践活动,引起社

会极大反响.从２０１８年１月开始,图书馆精选出

«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历史»«打铁必须自

身硬:改革开放四十年党建史»等１０余册红色书籍,
组织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通读、精读,还请专家、宣
讲团进行辅导宣讲,召开交流会、组织书评大赛等,
帮助少数民族学生了解和掌握党史等知识.２０１８
年７月,图书馆组织１３名少数民族学生,在福州大

学团委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支持下,由图书馆长

带队,跨越闽、新两省(区),前往古田会址、长汀、乌
鲁木齐烈士陵园、毛泽民故居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学习中共党史和党建理论,接受理想信念和革命传

统教育,感悟时代变化.一方面让队员们了解到那

个时代的青年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新中

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牢固树立起坚定不移跟党

走的信念.另一方面,同学们接受了红色教育之后,
把感悟带回家中,带回社区,以亲身经历宣传伟大祖

国日新月异的新成就,感染身边的家人、亲戚和同

学,带头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做好民族团结的

卫士,并做到不忘初心,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任

何时候都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在反分裂斗争面

前认识不含糊,态度不暧昧,行动不动摇.无论何时

何地,都保持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决反对民

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为建设和谐

稳定、繁荣发展的新疆做出新贡献[７].此外,在长征

般的旅行中展开朋辈教育,让少数民族学生切身感

受到祖国改革开放和民族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来之不

易的伟大成就.该项活动得到了新疆地方政府及教

育界的好评.例如,«中国教育报»在报道时提到:
“福州大学图书馆以朋辈引领,阅读推广为主题的

‘共筑中国梦’社会实践队对队员思政教育、实践学

习、不断提升,通过实践树立自己的目标,为建设祖

国、建设美丽边疆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福建省教

育厅在社会实践活动表彰大会上对“共筑中国梦”社
会实践队给予充分肯定:这支队伍获得全国优秀团

队名副其实.表彰中说:“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很好地证明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新模式,践行了习

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纸上得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

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

上,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正所谓‘知
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８]

２　图书馆“精致化”服务少数民族学生的效果与

反响

经过３年多的实践,福州大学图书馆在服务内

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过程中,总结

出来的典型案例、服务模式和服务方法,具有一定的

推广应用和示范引领价值.

２．１　图书馆真正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
图书馆从政治、思想、文化、学习、生活、感情、实

践等方面,全面服务少数民族学生,培养了少数民族

学生民族情怀、爱国情怀、报国之心、学好知识建设

祖国的雄心壮志,使他们成为民族团结的推动者、宣
传者和践行者.

２．２　图书馆成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加油站”
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成绩显著提高,使他们更

加信任图书馆、依赖图书馆.之前少数民族学生由

于受学习成绩的影响,每年不能按期毕业的学生都

会有２０多名,学生毕业后经商的占比较多,考上研

究生的学生很少.４年来,福州大学新疆籍毕业生

中有５１人考取研究生或公务员,其中,多人被同济

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程”和“双
一流”建设高校录取,３０人走上公务员岗位,２０１７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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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就业率达到８８．６％.

２．３　图书馆帮助少数民族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福州大学图书馆对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助力学生成长成才,已取得较好成效,
被«中国教育报»«中国科学报»«中国青年报»、人民

网、中国新闻网、中国教育在线等主流媒体报道１００
余次,同时得到了教育部、中组部、中央统战部及社

会的认可.意识形态领域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相

关人员、高校代表等,多次对福州大学图书馆“精致

化”服务少数民族学生的工作进行调研,肯定其对社

会安定、稳定的贡献.福州大学图书馆用实际工作

贯彻十九大报告精神,落实高校图书馆职责.

３　图书馆“精致化”服务少数民族学生的新思考

３．１　增强资源的特色化、个性化

少数民族文献馆在总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基础

上,更加突出自己鲜明的特色,并将少数民族文献推

送到学校、推送到课堂、推送到宿舍.一是收藏具有

标杆价值的少数民族文献.收藏的重点是具有民族

代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等文献,如维吾尔

族的«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藏族的«大藏经»
«达赖喇嘛传»«四部医典»,蒙古族的«蒙古秘史»«蒙
古源流»,哈萨克族的«乌古斯汗传»等.二是收藏具

有传统文化价值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爱国

主义、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结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是中华民族

历久弥新的宝贵精神财富.如柯尔克孜族史诗«玛
纳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藏、蒙等史诗«格萨

(斯)尔»、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新疆蒙古族那达慕节

等.三是提供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个性化服务.图

书馆要依托学校优质资源,以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

培育德才兼备栋梁为己任,提供助力少数民族学生

发展的平台,让少数民族学生懂得知恩感恩,勤奋学

习,有所成就.如提供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发展规

划信息,针对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计算机基础

知识比较薄弱的现象,图书馆应配备专业馆员或聘

请兼职馆员为少数民族学生服务.

３．２　增强服务的关怀性、融合化

图书馆的服务宗旨是“读者第一,服务至上”,对
待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体,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服务

图１　福州大学刘敏榕工作室———少数民族文献馆

要更加认真,尤其要注重服务细节,尊重少数民族学

生习惯.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我国少数民族多分

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等边疆地区,地域辽阔,人口

众多,多民族文化争奇斗艳,我们要尊重少数民族的

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给少数民族学生提供

田园风格的阅读环境.二是由于少数民族在使用家

具的风格上,更加强调功能性设计,线条简约流畅,
色彩对比强烈,所以阅读环境中为他们提供的家具

也必须具有民族风格,给人舒适自由、不受拘束的感

觉.三是少数民族学生文化基础知识相对偏弱,在
人文关怀方面要更加精细化,要通过汉族学生的补

缺、答疑,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效.

图２　福州大学刘敏榕工作室———少数民族学生之家

内部环境(左)、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特色的炕(右)

３．３　增强馆员的可亲性、师长化

为在校学生做好服务工作,是大学图书馆的本

职责任.面向少数民族学生,图书馆在做好固有文

献信息服务工作的基础上,更细致地对待这个特殊

群体的特殊需求,更精心地为其做好服务工作,在服

务内容和形式上都要有所拓展.一是注重个性化服

务,不仅关怀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生活,还关怀

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精神世界,精准服务到每位少数

民族学生.针对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底子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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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差的现象,图书馆要行动起来,发挥优势,以“走出

去,请进来”的方法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提高学习成

绩,给予少数民族学生更多的关怀和爱护.二是加

强交流融合,将少数民族文化与福建当地文化相融

合,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让少数民族学生感受

到中华文化一体多样的丰富性.依托学校书香文化

教育平台,组织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参加各种讲座、读
书沙龙会和“４２３”世界读书日校园文化活动,在参

与中提升综合素质能力.三是注重多方联动服务.
图书馆主动加强与少数民族学生所在班级辅导员、任
课教师、内派教师和家长的沟通联系,针对学生的学

习、生活、思想等动态情况,多方联动做工作,形成图

书馆、院系和家庭合力.这种人文融洽的服务机制,
有力促进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稳定和健康成长.

　　图书馆作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维护民族团结

和谐、发展少数民族优秀学生骨干、开展少数民族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坚强堡垒,通过加强文献资

源建设和“精致化”服务,致力于提升少数民族学生

能力和素质为基础的教育模式.接下来,将以更加

多样、创新、和谐的方式方法,潜移默化地开展党的

政策和历史教育,进而深化民族团结教育,承担起图

书馆在培养新时代少数民族学生成为民族复兴新青

年历程中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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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andPracticeofthe“Refinement”oftheService
forEthnicMinorityStudentsinUniversityLibrariesinMainlandChina

—TakingFuzhou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

WuJiali　LiuMinrong

Abstract:Thispaperfocusesonthelibraryservicestostudentsfromethnicminorityareas,especially
thosefromethnicminorityareasinXinjiang．ItissuggestedthatcollegesanduniversitieslibraryinthemaＧ
inlandshouldbe“refined”toservetheinnovativemodeofminoritystudents,andemphasizesthe“FiveＧ
Supporting”education,namely,supportingeducationbyfosteringwill,cultivatingmoral,honingintellecＧ
tual,enrichingspiritandalleviatingpoverty,thustoachievethegoalofrefinement,specialization,nationＧ
alization,integrationandteacherＧorientationoflibraryservicesforminoritystudents．Itprovidesnewideas
andnewmethodsforexploringinlanduniversitylibrarytorefinetheserviceforminoritystudentsinthe
new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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