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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inherit and promote th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of Dongying City and play its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s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article. This article takes 

college students as research objects, analyzes in dep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of 

Dongying Ci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on the basis of ensuring 

the compati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two,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of Dongying 

City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Specific path. 

Keywords: Red cultur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ultivation, path 
 

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具体路

径研究 

李秀娟 1, a 
1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文法与经济管理学院中文系，东营，山东，中国 
a ziyinjuan@163.com 

摘要 

如何继承和弘扬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发挥它在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本文研究

的主要内容。本文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

关联性，在确保两者相融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探讨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

具体路径。 

关键词：红色文化，文化自信，培育，路径 

1.前言 

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是东营市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重

要的一部分，是东营市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宝贵财富，

其历史内涵、精神价值以及蕴含的丰富的教育资源对当

代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

义。在下一步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过程中，要深入分

析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关联

性，在确保两者相融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探讨东营市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具体路径，主

要包括四个方面。 

 

 

2. 深入挖掘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坚定大学

生的理想信念 

2.1. 彰显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培养大
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是“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革命年代及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时

期形成的崇高精神和文化载体，它包括物质和精神两

个方面”[1]。红色物质资源主要指的是革命遗址、展

览馆、英雄的历史事迹、红色文学作品等；红色精神

资源指的是在悠久的革命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下形

成的优秀的革命传统、精神、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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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资源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这与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彰显的思想非常一致。红色文化

资源蕴含着宝贵的革命精神和文化遗产，是真实反映我

国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重要史料，是当代大学生深入

学习和理解革命精神与革命文化的重要媒介。借助于红

色文化资源，才能使得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更加地

丰富和完善，有利于高校构建一个良好有序的红色文化

教育氛围，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总体来看，红

色文化资源具有强大的教育功能，所以我们要深入挖掘

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价值，借助它强大的教育

力量来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增强和培育大学生的文

化自信。 

2.2. 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增强大学生的民族性
格 

在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的物质表现形态中，最典型

的是革命遗址、展览馆和纪念设施，比如中共清河地委

旧址、中共刘集支部旧址、红色刘集、《群众报》报社

遗址、渤海垦区革命纪念馆、百年义和历史文化展馆、

渤海区抗战烈士祠、牛庄烈士祠等。 

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的物质表现形态中，还包括红

色报刊、红色书籍、影视资料等。比如，“《群众报》、

《渤海日报》等都是反映东营地区革命历史的报刊代表，

尤其是《渤海日报》，当时已成为影响鲁北地区的一处

大型报社”[2]。研究红色文化的代表作也很多，例如《红

旗漫卷黄河口：东营红色文化档案》、《东营区老照片》、

《红色印记——东营市革命遗址概览》等。同时也有一

些影视资料，如大型史诗故事片《大火种》、电影《黄

河口儿女》等。另外还有一些抗战时期的红色歌谣以及

口传的历史资料等。 

纵观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的发展历史，例如上文提

到的革命遗址、旧址、烈士祠、展览馆、红色书籍、红

色报刊和红色歌谣等，这些充分有力地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早期的革命先驱、仁人志士和东营地区人民在革命

战争时期的历史和红色精神，这些现存的宝贵资料真实

地反映了曾经辉煌灿烂的革命岁月和红色革命精神，因

而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已成为我国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机

组成部分。我们必须采取和利用各种形式与方法继承好、

弘扬好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的基因传统，增强大学生的

民族性格。 

2.3. 统筹规划，拓宽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渠道  

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如果想得到真正地开发和良好

地使用，必须对其内涵、类型、特点进行分析总结，从

而研究和设计出符合当前社会需求的红色文化资源，使

其发挥真正的作用。 

相关部门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东营市红色文化资

源进行实地考察与分析研究，有针对性地整合原有的红

色文化资源，构建“以政府、社会机构、高校、学术团

队为合力的开发模式”[3]。同时要保证东营市红色文

化资源开发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比如政府部门可以把

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纳入到黄河口红色文化资源的开

发中，形成一条完整而有系统性的开发路线。此外要

保证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立体性和多元性，使

人们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体验到红色文化资源的

价值和效用，加强他们对红色文化资源的认识与理解。

所以有关部门要统筹规划、协调一致，注意开发过程

中的整体性、系统性、立体性与多元性，从而发挥出

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的绝对优势，并鼓励高校把红色

文化资源融入到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过程之中。红

色文化资源开发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能一

味地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要把着重点放在红色文化

资源的社会性和公益性方面，相关的部门要为此项工

作提供经济上的充足支持。有些研究者着重提到政府

在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红色文

化资源要想真正地融入到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过程

之中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2.4. 践行红色文化精神，创新大学生理想信
念教育的内容 

高校在创新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时，可以

将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其中，从而提升当代大学

生对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的了解兴趣，鼓励他们将东

营市红色文化精神融入到学习和生活当中。其中可以

着重加强法学专业、文学专业和教育专业对东营市红

色文化精神的学习，使这种精神能够深入到学生的内

心，帮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践行红色文化精神，

从而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水平。但是高校必须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探索适合自己的东营市红色文化资

源教学体系，将东营市红色文化精神真正地落实到自

身的教育体制当中。 

现今已有不少专家与学者对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

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且出版了书籍，

有效地为高校大学生红色文化精神的加强和理想信念

的教育提供了支持。高校的一些教师也对东营市红色

文化资源进行了研究并对红色文化精神的育人价值进

行了探索，所以希望有关教育部门对东营市红色文化

资源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与支持，把它当成一个重要

的工作来完成，比如定期组织高校对东营市红色文化

资源进行讨论研究，为高校适时定期地开展红色文化

教育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使高校能够进一步地践行东

营市红色文化精神、创新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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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培养大学生的实践

创新能力 

3.1. 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实践中增长才
干 

高校为了不断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而开展了一系

列的校园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创新大学生的思

维意识，还能强化他们的实践动手能力，从而使学生获

得良好的素质教育。因此高校可以将此项工作与东营市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校园的活动结合起来，为学生精心打

造东营市红色文化精神的推广活动。在具体开展的过程

中，可以通过专家讲座、校园红色演讲、我与英雄的对

话等校园文化活动来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培养大学

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学校要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

这些红色活动中来，确保这些项目和活动能够顺利地展

开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使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增长才干，

坚定自己的文化自信。 

3.2. 依靠团学活动，将红色文化精神内化于
心、外化为行  

团学活动是传统的校园文化的一种，它是大学生喜

闻乐见的一种集体活动。团学活动最常见的方式有学科

竞赛、校园生活等，它能有效地增强校园文化的多元化

与生动性，还能使参与此项活动的大学生在实践中锻炼

自己的创新能力。 

如何将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到团学活动中需要

我们进行分析与研究，例如有的高校以唱响红歌的形式

展现红色文化精神，动员全校师生加入到演唱队伍中，

从而加强学生对红色文化精神的学习能力。红色歌曲具

有较强的感染力，它能够激发学生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感，

学生会不由自主地喜欢上这种方式，自觉地加入到合唱

的队伍当中，在演唱和排练的过程之中，学生已经将红

色文化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红色歌曲慷慨有力、

激情高昂，能够让学生们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战火纷飞的

年代、感受到民族的气节和精神，它能够增强大学生对

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深刻认识与了解，使他们能够正

视这段历史，始终保持一颗初心，积极乐观地去面对学

习与生活。这样的形式才能使大学生获得真正的革命传

统的红色教育，提升大学生对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的理

解，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心。   

3.3. 组建学生社团，提升大学生学习红色文化
的积极性 

高校的学生社团是学生自发组建的组织，它依据学

生的活动兴趣和自身需求开展相应的活动，学生们课余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社团度过的。“高校的学生社团基

本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娱乐性的，另一种是研究性的，

而且社团的组建必须满足一定的学生人数，还需要相

关的老师进行监督指导”[4]。要想增强和提升当代大

学生对于红色文化资源和精神的理解和认识，可以将

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到学生的社团活动当中。很

明显，“研究性社团”适合将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融

入其中，应当鼓励学生加入到“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

研究会”这样的社团活动当中，并定期组织学生以社

会实践或者参观游览的形式到学校就近的红色文化遗

址进行参观与考察，增强他们对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

的理解。 

通过学校的社团活动可以有效地提升当前大学生

对于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的认识与理解，提升他们学

习红色文化的积极性，而且能够丰富和充实大学生的

课余生活，帮助大学生获得较有成就感的学习成果，

增强他们对未知事物的兴趣与爱好，使他们认真学习

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精神，并将这种内涵和

精神落实到他们的生活、学习之中，提升他们对于民

族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增强和培育他们的文化自信。  

3.4. 借助网络教育资源，创新大学生践行红
色文化精神的能力 

当今大学生生活在网络信息技术较为发达的年

代，基本上都拥有较强的信息技术能力，每个学生都

可以称为“网民”。很多高校建立了信息技术先进的

网络图书馆，学校随处都可以获得网络服务，学生们

可以在任意时间的任意地点上网。但网络资源是一把

双刃剑，有利有弊，比如有的学生利用网络浏览一些

不健康的信息，部分学生对“洋文化”保持着密切地

关注，以致他们对西方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心驰神往

且具有较高的好感和认同度，这些都不利于大学生文

化自信的培养。 

所以相关部门要高度关注网络文化的健康性、网

络教育的重要性，应向大学生传播积极健康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向大学生宣传东

营市红色文化精神。有关部门还应该设立专门的红色

文化网站，将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其中，使得大

学生在红色文化网站上对东营市红色文化精神有良好

地认知，并能在网站上观看红色影像、聆听红色故事、

倾听红色歌曲，使他们获得越来越多的红色文化信息，

提升大学生对于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的学习和理解。

同时学校可以通过红色演讲、红歌会的形式增强大学

生对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还可以利用节假日

组织学生开展红色文化实践活动，像在清明节的时候

给烈士扫墓、敬献花圈或者在社会实践中采访革命先

辈、收集红色故事来获得更为直观地对红色文化的理

解，提升大学生对于东营市红色文化精神的领悟，进

而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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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托东营市革命旧址进行社会实践，继承和

弘扬红色革命精神 

4.1. 建立高校红色实践基地，铭记光荣的革命
传统 

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如

果需要发挥出很好的效果，高校必须高度地配合。高校

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自身教学的实际情况对东营市

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地利用与改造，设置适合本校学

生发展需求的东营市红色文化实践教学育人方式。同时

高校还要对实践基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加大东

营市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使用效率，为大学生提供丰富

多样的文化自信培育的方式方法，而且一定要给学生安

排课后作业，鼓励学生在课下对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进

行深刻地讨论与理解。 

从事这些实践课程的高校老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要结

合红色文化的具体事例，增强大学生对红色文化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深入地了解东营市革命文

化的光荣历史和传统。革命先辈们在艰苦卓绝的年代以

饱满的精神和热情通过流血的战斗和牺牲，才换来了如

今和平年代的美好生活，这些都需要大学生的学习与铭

记，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心。 

4.2. 重走革命旧址，保持革命精神，增强忧患
意识 

学生在成长的道路上会接受不同阶段的教育，最早

接触的是来自于父母和家庭的教育，其次是学校教育，

再者是社会教育。大学是学生接受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

场所，它是学生由学生身份向社会身份转变的重要环节。 

在学生接受大学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挥红

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和作用，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优

秀的教育资源可以被纳入其中，可以鼓励高校组织学生

到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的革命旧址进行参观学习，通过

直观地感受和认知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来增强学生对革命

传统和革命文化的学习意识。有的革命遗址和旧址还可

以采用影像还原的方式对革命历史进行回顾与总结，学

生还可以接触到真实的历史遗物，从而当代大学生可以

牢记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传统，保持不忘初心的革命精神，

增强忧患意识，来增强自身的文化自信。同时学校还可

以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比如“重走革命路”，使大

学生能够对当年的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事迹有正确地认

知，使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是红色文化精神的继承者和

传播人。 

5. 优化育人环境，营造良好氛围，指导大学生

践行群众路线 

我们在利用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培育大学生文化自

信的过程当中，需要进一步地优化育人环境，营造良

好的教育氛围，指导当代大学生一定要正确有效地践

行群众路线。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必然要成为校园文

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学

习与了解东营地区的革命历史和红色文化，提高他们

对红色书籍的阅读兴趣和对红色影视的欣赏美感。大

学生在学习红色文化理论知识的过程中，应该走出校

园，主动地向人民群众靠拢，学习人民群众优秀的品

德和精神，将群众的思想意见转化成改进思想和行为

的方法和手段来增强自身的文化自信。 

5.1. 构建优良的校园人文环境，牢固树立群
众观点 

人们所生活的各种环境会对自身产生很大的影

响，对于大学生来说，大学的校园环境对于大学生的

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我国高校在过去几十年的发

展过程中非常重视校园的自然环境，构建了美丽生态

的校园，但忽视了人文环境对师生成长的重要意义。

校园的人文环境至关重要，被形象地称为“学校无言

的教科书”，无形之中它以各种途径和方式影响了学

生的思想和行为。优良的学校人文环境能够使学生在

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自我约束、自行规范，帮助学校

构建更加美好的人文环境。 

高校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学生展开的，当今

“90 后”大学生个性鲜明、主体意识强烈，有实现自

己价值的欲望与诉求。所以在做学生工作时，高校工

作者一定要践行好群众路线，一切以广大学生的实际

和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切记独断专行。 

优良的校园人文环境有利于开展学生工作，能够

调动起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能

够自觉地加入到一些活动当中，为校园的人文环境建

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正如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一样，

它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在践行群众路线，一切

以人民群众的实际为根本出发点，广泛地听取了人民

群众的意见和心声，所以校园人文环境的建设也要践

行高效有力的群众路线。 

5.2. 丰富教学形式，增强大学生对群众路线
的认知 

大学生对群众路线的认知和教育离不开学校的理

论课堂教学，所以要对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的课堂教

学进行合理安排，灵活地采用一些新的方式方法，比

如进行研讨交流或者以实践活动的方式展开，鼓励引

导大学生践行群众路线，学习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的

精神和内核，树立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意识和精神，把

东营市红色文化精神转化成坚定的理想与信仰，坚定

文化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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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语 

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是一个循序渐进而又漫长的

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东营市红

色文化资源是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资源，将它的历史

内涵、精神价值和蕴含的教育资源融入到大学生文化自

信培育的过程之中，可以高效充分地发挥出它的价值功

能和培育功能，可以加强东营地区传统的革命文化和革

命精神教育，培养大学生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情感，使大

学生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

神，并使大学生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过程中践行社会主

义的核心价值观。 

本文探索出了东营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文化

自信培育的具体路径，站在大学生这个研究主体的角度，

把红色文化教育和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问题有机地结

合起来，为文化自信的研究增添了新意。在后续的研究

当中，本文还需对相关的核心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

地分析，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同时，要开展更多的实证方

面的研究，以期在未来能提出更加有针对性、有效性和

可操作性的途径与方法，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贡献

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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