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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promot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can’t 
be ignored, but the campus culture in the absence of th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situation is worrying. Based 
on this, in the re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we should focus o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duca-
tion, the positiv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the idea of being in educating people, promoting 
quality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minds of college students need to strength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duca-
tion, vigorously promote national spirit totall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o-
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at student-center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 and promote innovation simultaneously, and push forward construc-
tion of campus culture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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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对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但是高校校园文化中优秀

传统文化的缺失现状令人担忧。基于此，在校园文化建设的现实中，要注重传统文化教育，将传统文

化中的积极因素贯穿于育人理念之中，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尤其是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更需要加强

传统文化教育，大力提倡民族精神。本文旨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指出高校要以学生为本，弘扬传统与倡导创新并举，扎实推进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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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学校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

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

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尤其

不能忽略中国传统文化对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现

实意义。 

2 当今高校校园文化中传统文化的缺失现状 

校园文化是学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工作生活过程

中形成的价值观、工作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

和，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具有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

的特点。高校校园文化是生长发展在高等教育环境中的

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学校创建的过程中依托传统文

化而产生，是富有校园特色的一种团体意识和精神氛

围，是维系学校团体的一种精神力量。学校尤其大学承

担者文化传承的重要任务，对整体文化起着注入新鲜营

养的作用。因此，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作为实施素质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贯彻落实教育方针政策的重要环节

和渠道，日益受到各高校的关注和重视。 

作为校园文化的“历史母体”与“现实土壤”——

传统文化，在素质教育与教育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

融入校园文化现实之中就成为重要的话题。在校园文化

建设中，如果忽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

不能不说是一种最大的缺陷。应引导学生学习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热爱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民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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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民族瑰宝。 

但是目前高校中传统文化因受到西方文化和现代

文化的挑战而渐失地位，高校教育中缺乏传统文化教

育，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生中严重缺失。青少年是国家的

未来，应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传统文化不

能在年轻一代中断裂，而目前的情况并不乐观。如今大

学生中，普遍存在传统文化观念淡薄，认识不足，兴趣

不浓，甚至排至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

和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在工业化时代和商

品社会中，如何“呼吸新鲜空气”？国学大师文沙怀说，

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精神的氧气，树的影子拉

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妈妈的

心。” 

近年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明显加强。《公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中央 16 号文件都鲜明地确定了

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要地位，国

家当前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为我们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中

的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3 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强调中国传统文化

的现实意义 

高校应强化校园文化建设力度，注重建设综合校园

文化，注重中华传统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高素质人才，是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目

标。“传统文化”是“世界积累的相对稳固的物质与精

神遗产的总和”（《教育大辞典》）。传统文化与校园

文化的结合，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一方面传统文化为

校园文化提供基础和养料，丰富内容结构；另一方面校

园文化在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的立足点上，既承接文化

的历史传统又发展现实的“人的文化”。二者和谐而又

统一，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的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

是教育创新的人文要素。学校特有的文化氛围有着潜移

默化的育人功能，对师生精神文化品位的熔铸有着独特

的感染力。教育要创新，必须重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先进文化，开展艺术教育。高校要自觉搞好校园文

化建设，形成良好氛围，注重历史积淀，努力拓展校园

文化的育人功能。 

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贯穿于育人理念之中。育

人是大学的根本使命，中国传统的育人观念中有许多积

极因素需要我们去发掘、继承并予以创新，融于新的大

学精神之中。许多大学把优秀文化传统作为自己大学精

神的根，培之以现代文明的土壤，正是希望将传统文化

中的积极因素融入育人理念，以长出属于自己的精神之

树。 

综观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活跃

的校园文化和深邃的人文底蕴。我们在构建世界一流大

学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时，也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因为办

学特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学校办学过程中的精

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结晶，是一种创造。大

学校园应当是现代化的气息与厚重的历史人文精神的

统一。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积淀，一经与现代文明、

现代意识有机结合，就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大学在自

己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优秀传统的总结与积

累，以形成自己的传统精神。我们要加强文化建设，强

调人文精神与科学健身结合、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融

合，启动校园文化建设的精品工程，整体推进校园文化

建设，综合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成功塑造和推广

校园文化建设的精品力作。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需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大

力提倡民族精神。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

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

文明建设全过程。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主流是好的，但是

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是，随着

社会上追求利益最大化现象的膨胀，校园里的清纯、热

情、诚恳、信任、团结、友爱、互助之风受到挑战，越

来越多的学生崇尚自我，缺乏大局观念、集体意识和集

体荣誉感；缺乏爱心和正义感，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

系。因此，就需要对大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强

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

别要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

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已所不欲，勿施

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

传统美德，大力倡导民族精神。 

4 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相结合，努力推进

校园文化全面发展 

树立新观念，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相结合，搞好

校园整体建设。高校应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首位，探索

丰富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及途径，树立建

设校园文化的新观念，注重建设综合校园文化。校园文

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不但包括思想品德建

设和科学知识建设，而且还包括校园设施建设、校园风

Proceedings of the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978-1-935068-40-2 © 2010 SciRes. 784



 
 

 

 

 

格建设、教研队伍建设、传统文化建设、操行守则建设

等内容。故此，笔者认为，各高校应结合当前国家形势

及校园文化建设现状，在切实做好教学和科研本职工作

的基础上，大力开展以思想品德、传统文化、操行守则

等为内容的校园文化建设，尤其是教育学生正确认识继

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提高鉴别健康思想、高

尚品德、优良操行的水平。 

以学生为本，弘扬传统与倡导创新并举，扎实推进

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把传

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融合在一起，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创造一个“美”的育人环境，激励师生奋发向上。要精

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思

想政治、学术科技、文娱体育等校园文化活动，把德育、

智育、体育、美育渗透到校园文化活动之中，使大学生

在参与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思想感情得到熏

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抓传统文

化项目建设，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抓文化建设创新，

创立新的特色品牌项目。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要结合学

生社团活动及校园文化建设，着力宣传优秀传统文化，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开设文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音乐

欣赏、美术、影视世界等系列课程，举办名家讲坛，邀

请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德育功

能，大力加强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教育。要开好人文素

质和科学精神教育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对理、工、农、

医科学生要多开设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

科学课程，对文科学生要适当开设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课程，实现教育内容的交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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