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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一、高校图书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高校图书馆作为重要的高等院校组织机构之一，

对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具有重要作用。同时，

作为有悠久发展历史的高校图书馆，其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在不同时期发挥着极其独特的作用。
1.高校图书馆的功能。“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学校的重要文化机构，服务教学与科

研工作，为学生提供知识储备和查阅资料的学习场

所，也是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基地。”[1]高校图书

馆扎根于高校，其功能的发挥也有着独特的环境。从

一定程度上说，高校图书馆的功能涉及社会、经济、政
治、文化等方面。着眼于高校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的

功能，高校图书馆担负着极重要的历史使命。首先，高

校图书馆的首要功能是知识和信息的传递。高校图书

馆为在校师生提供文献资料和各类学术信息，使高校

师生的学习和科研得以顺利的进行。其次，高校图书

馆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对高校

师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从

这一角度看，高校图书馆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

阵地，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2.高校图书馆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高校图书馆

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通过图书馆这一特定环境来

发挥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思想

政治教育在与外部环境之间发生联系和关系时表现

出来的特性以及产生的效果”。[2]与其他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阵地相比，高校图书馆的思想政治功能体现出了

特殊性。首先，图书馆文化具有精神引领的功能。图书

馆作为高校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反映大学

的精神和情操，使深入其中的人能感知这种精神力

量，努力使自己的道德意识和个人品质，符合图书馆

的精神。其次，图书馆具有制度约束的功能。每所高校

图书馆都有着健全的制度文化，这些制度不仅保证图

书馆的日常工作得以有序开展，更为每个身临其境的

教师和学生提供和谐舒适的人文环境。合理的约束功

能，让每个读者的言行得以规范，使个体的行为符合

图书馆制度文化要求，久而久之形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再次，图书馆具有环境陶冶的功能。每所高校的图

书馆都极重视馆内的环境塑造，良好的阅读环境能给

人提供安静、美好的学习空间，甚至带来催人奋进的

力量，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载体。
最后，高校图书馆具有网络教育的功能。随着网络时

代的到来，各高校图书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建立

网站方便师生借阅的同时，也拓宽了高校师生的阅读

渠道。因此，高校图书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对于

规范在校师生，尤其是青年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具有

重要的规范功能和教育功能。[3]

二、高校图书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

1.高校图书馆的精神引领功能调查现状。根据调

查结果，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言行受到图书

馆的影响，他们认为图书馆有催人向上的激励作用。
但在调查中20%的大学生认为，图书馆的精神引领功

能不强，自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问到“图书馆能否

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正向的导向作用”时，

60%的大学生认为图书馆对自己的三观有一定的转

变，给予一定的精神力量。但仍有20%的学生选择不清

楚这一选项。
2.高校图书馆制度约束功能调查现状。根据调查

结果，40%左右的大学生对自己所在院校图书馆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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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制度不满意，认为管理不科学，管理细节存在漏洞。
只有30%左右的大学生选择对图书馆规章制度满意。
当问到“你认为学校图书馆规章制度对你有没有引导

功能，是否体现公平、公正、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一问

题时，70%的大学生表示大学图书馆的确对自身行为

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也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只有

不到10%的学生选择图书馆精神形同虚设，不认同图

书馆的规章制度对自身思想的导向作用。
3.高校图书馆文化熏陶功能调查现状。根据调查

结果，68%的大学生对图书馆的环境不满意，认为图

书馆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24%的学生认为图书馆

环境一般，不够安静，但还可以学习和查阅资料。当问

到“你认为图书馆环境对于你的审美情操有没有陶冶

功能”这个问题时，40%的大学生认为图书馆环境对

个人审美情操有很强的陶冶功能，30%的大学生认为

图书馆环境的陶冶功能一般，20%的学生认为图书馆

环境的陶冶功能比较弱。当问到“你认为图书馆环境

对大学生的精神熏陶作用是否明显”的问题时，46%

的学生表示图书馆的精神熏陶作用明显，但有54%的

大学生认为图书馆的精神熏陶作用不明显。
4.高校图书馆网络教育功能调查现状。根据调查

结果，97%的大学生认为运用图书馆网络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是最佳渠道。我们特别设置了问题：“你认为运

用图书馆网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应采取什么具体方

式？”在设置的“图书馆专题思想政治教育在线交流”、
“创建‘红色’宣传网站”、“上传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电

影、电视剧作品”、“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电子书在线阅

读”四个选项中，学生最喜爱的方式是观看电影、电视

剧作品，其次是在线阅读爱国主义文学作品和思想政

治教育专题在线交流，但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

“创建‘红色’宣传网站”，学生的态度比较冷淡。
三、发挥高校图书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有效路径

1.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重点关注图书馆的

精神育人功能。高校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大学

生、教师及科研工作者等。要发挥图书馆的精神育人

功能，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高校图书馆

要转变服务态度，拓宽服务领域，改善服务方式，这是

高校图书馆精神育人功能发挥的立足点。其次，高校

图书馆要关注每一位服务对象的精神诉求，既要关注

读者的诉求，也要关注图书馆馆员素质的提高，以馆

员为本，积极创造各种便利条件，不断通过各种培训

和讲座，提升馆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法律素质以及执

业能力。最后，重塑图书馆精神，明确大学图书馆的精

神文化内涵。每个高校图书馆都有悠久的历史，传承

多年的独特文化氛围，要重点对图书馆精神进行宣

传，让每一位进馆的读者受到图书馆精神的感召。
2.与时俱进改进高校图书馆制度，提高图书馆思

想政治教育质量。高校图书馆的规章制度，是保证图

书馆顺利运行的基础。改进图书馆借阅制度，加强大

学新生的入馆教育。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初，组织学生

集体参观图书馆，对图书馆的历史沿革、图书馆精神

进行准确的讲解。尤其是对图书馆的借阅制度，要在

学生进馆借阅之前，郑重地介绍给每一位学生。
3.重视图书馆的环境建设，打造思想政治教育阵

地。高校图书馆要重视环境建设，致力于打造一个布

局合理、装饰恰当、和谐美观的阅读环境。高校图书馆

环境建设要结合图书馆的精神实质，对图书馆的公共

区域，如图书馆大厅、走廊进行特别的装饰。可以运用

多种装饰手段，将图书馆大厅打造成为一个兼具历史

底蕴和时代特色的区域。图书馆走廊也是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点区域，可以设计为思想政治教育主题长

廊，进行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
4.拓展高校图书馆服务功能，打造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阵地。网络时代的到来，要求现代高校图书馆拓

展自身的服务功能，尤其是纸质出版物正渐渐向信息

化、多媒体化和数字化转变，图书馆的借阅方式早就

发生了改变。更多的大学生已经习惯于手机二维码扫

一扫、电子书和电子阅读资源在移动终端阅读观看的

形式。因此，高校图书馆应大胆引进数字资源，丰富馆

藏。并建立符合本校专业特点、符合学情的特色数据

库，更好地服务于本校科研工作和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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