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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仪式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仪式场域中融入红色文化,可以促进学
生的价值塑造、情感共鸣和惯习培育。目前高校的红色文化教育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形式简单、内
涵不足、主体参与性不够等问题,整合红色资源、深挖价值内容、坚持以人为本是仪式场域下红色文化
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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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Study on Incorporating Red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Ceremoni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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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tu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e into the ritual field can promote the value shaping,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habitual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t present, red culture education in colleges has problems such as
emphasizing theory and neglecting practice, simple form, insufficient connotation, and insufficient subject
participation. The effective path for red culture in the ritual field to integrate red culture into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o integrate red resources, dig deeper into value content, and insist on
people-oriented.
[Key words] ceremonial field; red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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