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地之间有大美袁大学是一个美的文化存在遥
大学所传递的智慧之思尧文化之美尧德行之善尧理
想之光蕴藏着深刻的野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冶的文化

意蕴遥 这也是大学绵延不绝尧生生不息尧历久弥新

的原因袁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袁大学尧大学文化得到

了人类社会的认同遥 大学文化认同是人对大学文

化的真诚而美好的回应遥 人类发展历史性地选择

了大学袁大学承载了人类的希望和理想袁不断传承

和创新文化袁促进人类文明进步遥 中国大学要想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袁必须加强大学文化建设袁真正使

大学文化建设落实在野以人为本冶尧野以文化育冶上遥

一尧大学是文化共同体要要要野大窑学冶

大学的出现是人类的福音遥 一般认为袁大学诞

生于中世纪袁 英文为 野university冶袁 字根与宇宙

野universe冶袁词同源袁意相近袁都含有野无所不包冶之
意袁在精神气质上袁大学同宇宙遥 中世纪的大学还

有一个表述袁野总学冶(stadium generale)袁意即野一个

接纳来自世界各地学生的地方冶袁含有野自由为学冶
之理念遥 历经千载袁 大学已成为人类最古老的组

织袁得到人类社会的高度认同遥 从根本来说袁大学

是一个由大学之野大冶与大学之野学冶相互交织尧共
同构成的文化共同体(community)遥大学之所以是大

学袁就因为它是野大冶野学冶袁既野大冶且野学冶要要要研究

范围博大袁研究学问高深袁研究视野广阔遥 它胸怀

宽广袁兼容并包袁气度恢宏[1]渊P194冤遥 大学是野以大求

学袁以学化大冶遥

渊一冤以野大冶求野学冶
蔡元培先生曾说院野大学者袁囊括大典袁网罗众

家之学府也冶袁叶中庸曳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袁道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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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要论大学文化及其认同



而不相悖冶袁足以形容之[2]渊P451冤遥 那么袁大学之大的

内涵是什么呢钥 大学之大袁何以为大钥
1.大学之大袁有大家谓大

这里所指的野大家冶袁是指大学校长袁他是一所

学校的精神领袖和灵魂遥 大学校长之大袁首先不在

于其学问之大袁而在于其智慧之大尧见识之大尧气
魄之大尧度量之大遥 他不一定是某一学科的学术带

头人袁却是整个学校学术发展的领航人袁他以鲜明

的教育理念尧前瞻的教育眼光尧宽阔包容的胸怀和

大胆的创新精神引导一所大学向着健康良好的方

向发展遥 反之袁一所大学如果没有有思想尧有理念尧
有胸怀尧有魄力的校长引路袁就会缺少灵魂袁形成

不了凝聚力遥
2.大学之大袁有大师谓大

野大师冶是一所大学的关键所在袁某种意义上

说袁野大师就是大学冶遥 所谓大师袁不仅是学科知识

的生产者尧创新者尧传播者袁更是教育的智者尧智慧

的启迪者尧人类灵魂的守望者遥 因为有大师袁渴求

知识的年轻人才愿意到大学来袁 如众星拱月一般

围在大师周围遥 清华大学历史上著名校长梅贻琦

曾说院野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袁 全在于有没有好

教授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袁有大师之谓

也冶[3]遥 大学的荣誉不在于辉煌的大楼袁也不在于庞

大的规模袁而在于一代又一代的教师质量遥 反之袁
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优秀的教师阵营袁 就形成不了

学术声誉袁缺少生机活力遥
3.大学之大袁有大学生谓大

大学生是大学朝气蓬勃尧充满活力的主体袁是
人类知识和文明的后继力量袁 可以说袁野没有大学

生就没有大学冶遥 大学生之大袁不在年龄之大或规

模数量之大袁而在于大学生志向之大尧抱负之大尧
成长力量之大遥 大学生书生意气袁风华正茂袁完成

中学阶段学习之后袁他们开始以青春的朝气尧开阔

的视野袁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袁发展各种能力袁砥
砺德行袁养成健全人格袁积蓄一个野成人的力量冶遥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者布鲁贝克也说院野对于渴望

耶发现自己爷的青年人来说袁对那些希望在与人类

的过去与未来的关系中认识自己的青年人来说袁
在今天已没有比大学更合适的去处了冶[4]遥

4.大学之大袁有大美谓大

野大学是大美之学冶遥 大学之大袁不是指大楼之

大尧校园之大尧规模之大袁却也是由这些大楼之大

等构成的具有野大空间尧大格局尧大胸怀尧大视野尧
大境界尧大和谐冶的美丽空间袁包括物理空间和心

灵空间遥 大学之美在于袁它外塑美丽仪表袁内修美

丽心灵袁教化美丽人性袁享受美丽事业遥 馆藏丰富

的图书馆及其所营造的书香氛围袁 设备先进的教

学大楼袁实验大楼及其充实的教研资源袁优美的校

园环境袁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等袁共同形成美丽浓

郁的校园文化氛围袁 使大学成为极具美学意蕴的

野大美之学冶遥
5.大学之大袁有大志谓大

野大学是大志之学冶遥 大学志存高远袁有大志

向袁大目标袁大追求遥 蔡元培先生曾说院野大学者袁研
究高深学问者也遥 冶[2]渊P8冤这实际上是大学的野正大

宗旨冶遥 大学拥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袁它既

坚持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袁同时又批判社会袁引导社

会发展方向曰它追求真理袁为着人类的长远利益袁
拒绝急功近利和喧嚣浮躁曰 它探究高深博大的学

问袁追求科学无止境遥 有此袁大学薪火相传袁推陈出

新袁不断推动社会进步遥
6.大学之大袁有大爱谓大

野大学是大爱之学冶遥 大学不仅是一种文化存

在袁也是一种精神存在袁有着大爱的境界遥 它不是

为了一己之私袁而是关乎人性袁关照人心袁指向造

福人类的终极关怀遥 大学精神指向人类所追求的

真尧善尧美袁指向人类心中最美好的向往遥

渊二冤以野学冶化野大冶
中国经典叶礼记窑大学曳一开篇就开门见山袁指

出院野大学之道袁在明明德袁在新民袁在止于至善遥 冶
这里的野大学之道冶袁相当于今日所说的大学理念袁
它旗帜鲜明地提出袁大学的根本在于野明明德冶袁即
启迪和发扬人光明的德性袁使人具有人性曰进而由

此野新民冶袁新新民众袁化民成俗袁提升人的素质和

境界曰最终达成野至善冶的最高境界袁野至善冶就是最

高的善遥 而最高的善是无止境的袁所以大学也就永

远在追求之中袁野求学冶之中袁学无止境遥
大学之要义在于袁 大学是求学之地尧 为学之

所袁大学野志于学冶袁以野学冶化野大冶要要要 野大冶是野学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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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台袁野学冶是野大冶的灵魂曰野大冶是野学冶的基础袁
野学冶是野大冶的意义曰野大冶是野学冶的形式袁野学冶是
野大冶的实质曰大学之野大冶袁是为了大学之野学冶曰大
学之野学冶袁是完成大学之野大冶遥 野大冶与野学冶相互交

织袁共同完成大学的使命遥 反过来说袁如果不是为

了野学冶袁野大冶就没有意义遥
1.为学术而共处

人类积累的几千年的宝贵经验和知识财富汇

聚于大学袁 使得大学充溢着智慧的灵性和文化的

光芒袁并成为一个美丽而神圣的字眼袁乃至怎么形

容大学之野大窑学冶都不为过遥 因此袁人们赋予大学

许多美称袁诸如院大学是传递和创造人类高深知识

的学术机构曰大学是传承和创新文化的文化组织曰
大学是人类知识的殿堂曰大学是天堂袁知识之河在

里面流淌曰大学是知识之城曰大学是文化之城曰大
学是智慧之城曰大学是学人的乐园曰大学是大海曰
大学是聚宝盆曰大学是社会的灯塔曰大学是社会的

良心曰大学是社会的轴心机构曰大学是社会的动力

站曰大学是人类智慧的心脏曰等等遥
正因为如此袁 大学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吸引

力 野文化磁场冶要要要吸引广大师生为着共同的志

向尧共同的学术目的而走到一起遥 在这里袁睿智的

老师尧求知欲旺盛的学生野为学术而共处冶袁他们怀

着对知识的向往尧对学问的追求尧对学术的良知尧
对社会的责任而走到一起遥 他们之野为着学术而共

处冶袁既源于对高深知识的探讨袁也为着对高深知

识的探讨遥 在这种有益的探讨之中袁 他们教学相

长袁相互激励袁相伴而学袁相知而行袁相携共进袁以
文会友袁以友辅仁袁共同成就袁并造就一种充实而

自由的文化氛围遥 这种氛围不断充盈尧不断扩大尧
不断辐射袁 又反过来激发师生无穷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袁使他们置身其中袁身临其境袁身心愉悦袁享受

着知识与智慧带来的无与伦比的乐趣袁 从而领悟

人生的意义和宇宙的奥秘遥
2.上大学野学冶什么钥
野人袁要认识你自己! 冶写在古希腊神庙上的这

句话袁昭示了这一道理院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是人

的一切活动的起点和归宿遥 人生在世袁一直在追求

认识自己袁认识世界袁追寻人生的意义遥 人生的意

义是人对人终极价值的追求遥 因而袁自古以来袁教

育的目的的最根本是教人野学做人冶遥 教育就是关

注人作为野人冶的生存及意义袁从内在唤醒人作为

野人冶的意义袁引导人追求人作为野人冶的意义遥
叶大学曳里讲 野修身尧齐家尧治国尧平天下冶的道

理袁为此有八项要求袁即野八条目冶院野正心曰诚意曰致
知曰格物冶袁而根本的要求是野修身冶袁是野自天子以

至于庶人袁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冶袁不管是谁袁哪怕他

是天子袁最终的落实就是修身尧做人遥 这就是野知
本冶遥 这和孔子所讲的 野君子务本袁 本立而道生冶
渊叶论语窑学而篇曳冤袁是同一个道理遥 这些都说明袁务
本重要袁做人重要遥 因而哲学家尧恩师涂又光先生

在给我的一封信中特别阐明院野中国讲袁耶本立而道

生爷遥 本不立则道不生袁比较而言袁本比道还重要遥 所

以陆九渊说院学苟知本袁六经皆我注脚遥六经皆道袁对
于知本的人不过是注脚袁可见本何等重要遥 冶[5]

做人做好了袁其他经世致用之学都好办遥 梁启

超也说院野教育是教人学做人要要要学做 耶现代人爷遥
身体坏了袁人便活不成或活得无趣袁所以要给他种

种体育遥 没有几样看家本事袁就不能养活自己袁所
以要给他种种智育遥 其他一切教育事项虽然很复

杂袁目的总是归到学做人这一点遥冶[6]梁启超强调要学

做现代人遥 杨叔子院士也认为袁今天的中国教育袁应
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的中国人遥

大学正是为着这一教育目的袁启迪智慧袁照亮

人生袁教人野学做人冶遥 大学不仅是一个野学知识冶的
地方袁更是一个野学做人冶的文化场遥 大学不仅是知

识的集散地袁更是道德的养成所袁智慧的辐射源遥
人们寻求大学袁 不仅是为了知识袁 获得生存的本

领袁更是渴望智慧袁寻求人生的意义遥 人们因寻求

智慧而相聚于此袁为着智慧而共处袁大学使人在收

获智慧的同时袁完成人性的修炼袁达到身心灵的统

一遥 德国著名教育家尧柏林大学创建者洪堡认为大

学的任务是由野科学而达至修养冶袁就是此意遥

二尧大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要要要野化窑育冶

人类社会的承续和发展主要通过两条途径院
一是人类生命的自然繁衍袁 二是文化的传承和创

新遥 中国文字具有丰富的美学意蕴和哲学意蕴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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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类社会的这野两件大事冶袁正好对应的相互关

联的两个词院一是野生育冶袁二是野教育冶遥 野生活在生

育和教育中生生不息遥 生育袁人种的传承袁保障了

人类自身的繁衍不息曰教育袁文化的传承袁保障了

人类文化的绵延不绝冶[7]遥 正如叶礼记窑学记曳所言院
野建国君民袁教学为先冶遥 叶学记曳所说的野教学冶袁相
当于今天所说的教育袁有些类似于今天所说的野百
年大计袁教育为本冶袁野百年大计袁教育为先冶袁强调

教育对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遥 学校是学习的场所袁
是实施教育的机构袁是教化之地袁它从诞生之初就

肩负着传承尧保持尧延续尧创新人类文化的重要使

命遥 大学是学校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机构袁肩负着传

承尧保持尧延续尧创新人类文化的重要使命遥 大学是

人类的精神家园要要要野化窑育冶袁 它在教化中抚育袁
在抚育中教化袁促进一代代新人成长袁促进文化创

新袁促进人类文明进步遥

渊一冤大学是一种精神存在要要要关怀终极

大学是物质的袁更是精神的遥 大学之所以称之

为大学袁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物质存在袁更是一种文

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袁 并因此成为社会的良心和精

神指引遥这是由人的本质和大学的本质决定的遥人

之为人袁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物的存在袁而且还

是一种精神存在遥 人对物质的追求是有限的袁对精

神的追求是无限的遥 人离开精神袁不成其为人曰人
类社会离开精神袁不成其为人类社会遥 学校的诞生

源于人的精神需要和对知识的渴求遥 人类之所以

需要学校袁是因为人类需要精神生活遥
大学之为大学袁更因它是一种精神的存在遥 大

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袁读书使人愉悦袁教育使

人享受袁大学使人宁静遥 大学传授知识袁传承文化袁
创新文化袁承担历史赋予的文化使命遥 大学服务社

会袁但不随波逐流袁而是与社会保持适度距离袁批
判和引导社会遥 有一句广告说院野人生就像一次旅

行袁不必在乎目的地袁重要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

景的心情冶遥 大学认为这话似是而非袁它告诉人们袁
人生既要在乎 野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冶袁也
要在乎野目的地冶袁不要忘了从哪里来袁到哪里去袁
不要迷失人生的方向袁要向善而行遥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袁 大学是重要的精神

指引袁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和举足轻重的地位遥 大

学精神是大学野生命之树长青冶的奥秘遥 正因为大

学有不朽的大学精神存在袁大学才得以绵延不绝袁
生生不息袁历久常新遥 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最高

表现袁 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是为了维护和继承

大学精神文化而外显出来的基础和保障遥 大学精

神袁既是大学发展中积淀的创造性的精髓与灵感袁
也是大学进一步前进的动力遥 大学精神袁 内涵丰

富袁精深博大遥 从普遍意义来看袁大学精神主要体

现为人文精神袁科学精神袁自由精神袁民主精神和

创新精神遥 这几种精神既互相关联袁又互相促进遥
最为根本的是袁 这几种精神是指向人类所追求的

真尧善尧美袁指引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袁指向人类的

终极关怀遥 大学为人类保存尧传递尧创造高深知识袁
使人类因此而走向智慧与光明的前景遥

渊二冤大学是文化生活方式要要要以文化育

大学是一种文化生活方式遥 大学充溢着一种

富有灵性尧气韵生动尧丰满有魂的文化氛围袁并形

成一种文化生态系统遥 和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一样袁
大学的文化生态如同阳光尧水尧空气等资源袁日日

夜夜袁无时无刻袁潜移默化袁为大学提供丰富的物

质需求和精神养料袁 促进大学春风化雨袁 以文化

人袁以文化育遥 如叶周易窑贲卦曳所说院野关乎天文袁以
察时变曰关乎人文袁以化成天下冶遥 各种文化形式贯

穿并渗透于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袁 使得教育无处

不在遥 大学精神的积淀和理念牵引袁启示着大学师

生的精神追求曰大学的物质文化意蕴袁为师生营造

温馨静美的文化意境曰 大学制度的完善袁 围绕着

野追求真理冶和野以人为本冶的理念曰大学校园丰富

多彩活动的开展袁 是以文化活动的形式寓教于乐

等等曰相互呼应袁相互补充袁共同构成丰富多样的

大学文化生态系统袁 形成一种令人向往的文化生

活方式遥
大学的文化生活方式袁 源于大学文化育人的

需要袁体现出人对文化的追求遥 它既是大学发展的

内在逻辑袁 也是大学充满生机的表现遥 每一所大

学袁尤其是历史悠久的一流大学袁无不在培育一种

文化生活遥 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说院野文化生活常决

定大学的风格袁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遥 这是一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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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气质尧有文化情调尧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遥 冶[8]

例如袁北京大学所提倡的野思想自由尧兼容并包冶的
大学精神袁 体现的是一种自由探究的文化生活方

式曰清华大学的野自强不息袁厚德载物冶袁体现的是

一种团结奋进尧包容敦厚的文化生活方式曰深圳大

学的野脚踏实地袁自强不息冶袁体现的是一种积极进

取尧敢闯敢干的文化生活方式等遥
大学的文化生活方式生机勃发袁涵养育人袁追

求人与自然的统一袁 它包括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

中积淀下来一切活动及活动方式袁包括价值观念尧
理想信念尧道德情感尧生活方式尧行为规范尧生活环

境尧物质设施等袁渗透在大学的每一个角落尧每一

寸光阴之中遥 人本身就有文化的需求和文化使命

的遥 所谓的教书育人尧制度育人尧管理育人尧景观育

人尧服务育人袁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遥 也正因为如

此袁大学结合自身的地理位置尧自然环境尧历史发

展尧社会背景等多重因素袁形成个性鲜明袁百花齐

放袁千姿百态大学文化景观遥

渊三冤大学是文化生命场要要要心灵家园

现代社会袁现代科技飞速发展袁物质供应日益

丰富袁但人们的生存环境日益物质化袁日益承受着

巨大的生存和竞争压力遥 不少人在高速生活匆匆

赶路袁野忙袁盲袁茫冶要要要整天忙忙碌碌袁却经常陷入

盲目尧迷茫之中袁仿佛是原地高速旋转的陀螺袁快
则快矣袁却找不到方向袁内心世界焦虑疲惫尧浮躁

彷徨尧价值混乱尧美感缺乏噎噎袁对于自己内心的

声音尧内心的安顿尧内心的安宁袁人们无暇顾及袁无
所适从袁无能为力遥 其实袁野方法决定快慢袁方向决

定对错冶袁 有时候生活未必需要那么快的节奏袁但
一定需要正确的方向遥 方向错了袁如南辕北辙袁一
切都是徒劳的无用功遥 这就需要教育的力量袁文化

的力量袁大学的力量遥 社会越是纷扰复杂袁大学越

应深思熟虑曰社会越是急功近利袁大学越应宁静致

远遥 大学提供直抵人心的教化力量袁关照人的心灵

建设尧身心健康袁给人以心理支撑与精神慰藉遥 生

而为人袁既有与外在世界相处的社会生活袁还有个

体内在的自我生活遥 个体生命质量关乎个体身心

灵和谐袁如叶中庸曳所说袁要院野致中和冶袁野致中和袁天
地位焉袁万物育焉冶遥

大学是一个追求人文精神的人文场域遥 大学

追求真理袁崇尚理性袁渴望自由袁信仰人性遥 大学从

人类几千年来积淀的博大精深尧 源远流长的文化

中汲取精华袁滋养人类的精神生活袁它教导人们不

要仅仅囿于物质生活之中袁它启发人们思考遥 它告

诉人们袁野有一些问题应该被每一个人思考袁 但是

在日常生活中却没有人问也不可能有答案冶袁野它
给出重要与不重要之间的区别冶曰 野它保护传统袁不
是因为传统就是传统袁 而是因为传统提供在极高

的水准上进行讨论的模式曰它蕴含奇迹袁预示在分

享奇迹中产生的友谊冶[1]渊P201冤遥大学在传承和创新

文化中启迪智慧袁帮助人们认识自我尧悦纳自我尧
认同自我曰大学以文化塑造人性袁净化人的心灵袁
使人身心得以修养曰大学坚持信仰袁追求真善美袁
通过富足情感使人平和宁静友善袁 通过陶冶情操

使人高远旷达强大袁大学是人类的心灵家园遥

三尧大学之于大学人是野我的大学冶
要要要野认窑同冶

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之中袁 在其中扮演

多重角色袁常对自身进行追问院野我是谁钥 冶为了寻

找答案袁便以文化符号为标签袁在文化关系网中寻

找与自身文化特质相同的组织或群体袁 对其产生

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袁这便是文化认同遥 另一方面袁
构成组织文化认同的基础要素也组成一股无形而

强大的凝聚力袁 把从属于其群体的成员凝聚在一

起遥 就大学而言袁大学文化认同是大学人对大学文

化进行理性认知与情感归属的过程袁 是大学人对

大学文化的认识尧感受尧体悟尧解读和内化遥 当大学

人对大学文化认同时袁 就获得一种归属感尧 安全

感尧自豪感和责任感等袁同时又对自身身份进行了

自我确认和自我超越遥 大学文化的要旨在于身临

其境的野人冶对其大学文化的认同遥 大学文化认同

的实质是落实在对人的教化上遥

渊一冤大学文化认同是大学人的身份确认要要要
野我的大学冶

大学文化是以大学人为核心袁围绕野人冶而展

开文化活动袁表现为对文化的保存尧传承尧和创造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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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以文化人冶袁野以文教化冶遥 大学文化的育人过程袁
是促使大学人自觉地将大学文化内化为体内元

气袁与自身生命相关照袁与生命成长息息相关遥 恩

师涂又光先生认为袁 大学文化影响大学人的思维

方式和行为风格袁曾形象地提出了野泡菜理论冶遥 涂

又光先生认为袁大学文化氛围犹如野泡菜水冶袁泡菜

水味道好袁泡菜味道就好曰泡菜水味道不好袁泡菜

味道就不好遥 好的大学文化氛围就像一坛美味的

泡菜水袁师生沉浸其中袁身心愉悦袁如同泡菜原料

投入泡菜水之中袁时间一长袁潜移默化袁发生良好

的野化学反应冶袁师生都得以良好成长袁所谓野蓬生

麻中袁不扶自直冶遥 反之袁如果一所大学学风涣散袁
师生呆在里面都不舒服袁何谈归属感和责任感袁表
明大学文化环境出了问题遥

大学文化建设要有丰富灵动的生命力袁 一方

面当然不排除外在的物质条件和教学资源建设袁
但更为重要的是大学人的认同感袁 即是否认同并

对其产生归属感尧亲切感和自豪感袁进而内化成力

量袁产生积极的动力和献身学术尧服务社会的责任

感遥 例如袁北京大学自有北京大学的风格袁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袁野未名湖冶尧野朗润园冶 就是北京大学袁
置身其中袁 自会耳濡目染袁 产生一种对文化的追

求袁有时候不经意间袁看到大师的身影在野未名湖冶
散步袁自会产生一种对文化和学问的景仰遥 同样袁
清华大学的野水木清华园冶尧野闻亭冶尧野荷塘月色亭冶
等就是清华大学袁自成一股神韵袁滋润心田袁涵养

育人遥 还有袁深圳大学的野古石今人冶石刻和野文山

湖冶记载了多少苍海桑田袁那满园一树树红红的荔

枝承载了多少生命的喜悦噎噎袁 这些不都有着文

化认同的蕴意和昭示情感的文化力量吗钥
具体到每一所大学袁 其文化认同都是带有自

身的文化烙印袁结合其自身环境尧学校历史尧人文

特性尧 办学条件等建设其个性化的精神气质和大

学风格袁 使大学的各种教育和文化活动带有该校

的文化烙印袁 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师生的

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袁 使大学师生切身感受到自

己是野大学的主人冶遥 就大学教师而言袁是野我的大

学尧我的学生尧我的教学冶曰就大学生而言袁是野我的

大学尧我的老师尧我的成长冶遥

渊二冤大学教师院我的大学窑我的学生窑我的教

研

1.我的大学

大学教师是大学重要的文化主体袁 是一所大

学学术力量的象征遥 对教师而言袁大学不仅是工作

的场所和谋生的地方袁更应该是寄托情感尧希望尧
理想尧信仰尧教育情怀和学术追求的心灵家园遥 大

学应该是野教师的大学冶袁只有当大学满足了教师

对自身发展的需求时袁大学才是野教师的大学冶袁教
师也才是野大学的教师冶遥 因此袁教师对大学文化的

认同度袁 建立在大学文化建设是否满足了他们的

要求袁 包括对生活的基本要求尧 对教书育人的要

求尧对学术研究氛围的要求等遥 例如袁1930 年美国

教育家弗莱克斯纳发表了自己的 野大学理念冶袁设
想构建一个不受世俗事物干扰尧 只为好奇心驱使

而进行高深学术研究的学人乐园时袁 他的设想一

方面得到实业家的认同袁得到巨额资助袁建成普林

斯顿高级研究中心袁 另一方面得到伟大科学家爱

因斯坦的认同袁 爱因斯坦和另外一位大数学家一

起成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中心的最先两位高级研

究人员遥 之后袁许多高级研究人员和诺贝尔奖得主

在那里作研究遥 这就是文化认同的力量遥
2.我的学生

大学教师之所以成为大学教师袁 是因为有大

学生袁他们是人格平等尧相互依存的教育主体遥 师

者袁传道受业解惑也袁教师因为学生而成为教师袁
教师是在对学生的教书育人过程中完成对自我身

份确认袁实现自身价值遥 教师应当重视学生袁重视

野人冶袁心中装着野我的学生冶袁而不是只关注自身的

专业价值遥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野我要你冶关系袁而
不是野我要他冶关系曰师生关系是野共同体冶袁野共同

体冶就是一个温暖的家遥 教师与学生是为着共同的

目的要要要探究高深学问要要要而走到一起袁 寻求的

是对生命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超越袁 和人类命运的

终极关怀遥 当前袁一些教师只关注自身专业价值和

专业发展袁而不关心学生成长袁这实际上并没有完

成作为教师的价值遥 大学教师对于学生认同的结

果袁是彼此产生情感归属袁共同成长袁共同成就遥 这

既是教育的基础袁也是教育的意义遥
3.我的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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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教育活动主要有两点院一是教学袁二
是科研袁 这也是明确大学教师作为职业教师和知

识分子的学术身份的两大方面袁 也是大学教师身

份合法性的基础遥 因而大学教师首先是立足于专

业的教学活动袁认真教书育人遥 同时它与中小学教

学活动有所不同袁他是传递高深知识袁需要进行科

学研究袁 并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袁 以深厚的人文关

怀袁 带领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大学生进行探究性

学习遥 大学教师的身份确认袁是在教学活动和科研

活动中尧也包括其衍生的社会服务活动中完成的遥
当大学教师将教育情怀倾注于教学尧 科研和社会

服务时袁 获得的是对自身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

双重肯定遥

渊三冤大学生院我的大学窑我的老师窑我的成长

1.我的大学

大学生往往将其所读大学称为野母校冶袁这是

一种含有亲切情感的用语遥 大学是大学生学习和

生活的重要场所袁是他们走向社会职业的野入境港

口冶袁是他们人生梦想启航的地方遥 大学是一个人

人生观尧世界观尧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袁当一所

大学的精神理念尧 校园文化等被身在其中的大学

生认同时袁学生就会对母校产生浓浓的亲切感尧归
属感尧自豪感尧责任感等袁愿意自觉受其影响袁完成

提升自我素养的生命成长遥 大学生也将大学视为

野我的大学冶袁成为影响一生的文化烙印遥 例如袁清
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在其口述史 叶上学记曳中
说袁 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是他一生中最惬

意的一段时光遥
2.我的老师

中国文化尊师重道袁乃至有野天地君亲师冶之
说遥 这从另一方面也表明袁 学生对教师的情感认

同袁愿意追随老师袁追求知识遥 教育的主体是人袁教
育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展开袁 在一定的师生关系中

展开遥 师生在交往中亲近袁互动中发展袁对话中共

进遥 大学教师与大学生都是独立的主体袁 相互认

同袁相互欣赏袁真诚交往袁亦师亦友袁共同形成良好

的学术关系和人际关系遥 野教师就是课程冶袁教师是

教育的重要载体遥 野亲其师袁信其道冶袁在一个人的

成长过程中袁教师知识的引路人尧智慧的启迪者尧
人生的导航者遥 在某种程度上说袁学生认同老师袁
眼里有野我的老师冶袁就是认同大学文化袁这其本身

就是良好大学文化的表现遥
3.我的成长

大学教育的意义是促进大学生的成长遥 经历

大学袁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尧命运袁扩大择业范围袁增
加对世界的认识袁为终生学习打下基础等遥 德国哲

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袁 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

知识袁而且要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袁培养影响其一

生的科学思维方式遥 当大学生认同野我的大学冶袁感
受到大学带给他成长的喜悦袁 他的生命价值就得

到了尊重与肯定遥 因而袁大学应关照学生心智尧情
感尧能力等全面发展袁唤醒学生追寻生命价值袁指
引受益终生的人生意义遥 当一个人离开大学时袁他
将更有智慧袁更有创造性袁在追求个人幸福和人生

意义的同时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遥 这样袁大学的教

育意义才得以实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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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Is A Beautiful Being
要要要On University Culture and Its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XIAO Hai-tao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is a cultural existence. The enlightening thoughts, the beautiful culture, the upright virtues
and the illuminating ideals constitute profound cultural landscape which makes universities what they are. Such are also
the reasons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deeper reason is that universities and their cultures are
highly recognized by human society. The university cul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following qualities: Firstly, the university is
a cultural community. A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Da Xue (literally meaning big school) suggests, the inclusive environ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pursuit of knowledge of individuals make each other possible, which embodies a broad and inclusive
atmosphere. Secondly, with its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functions, the university is the spiritual homeland of mankind. It
carries the hopes and dreams of humanity. Education together with cultivation promotes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For people in the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is their home, namely, they identify with their universities. The
university cultural is full of vitality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energe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ity relate themselves closely to
University culture, absorbing and internalizing it in their own character.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culture should be
野people-oriented冶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romote 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 with excellent culture. To be world-class,
Chinese universities should enhanc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higher institutions, and make university culture truly "
people-oriented" and an essential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university culture; university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promote education and with cultur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higher institutions

Pension Contribution Reduction Mechanism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for Women with Occupational Interruption in OECD Countries

HAO Jun-fu
(College of Insur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Women may be constantly faced with the interruption of their careers due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o look
after the family or simply unemployment. Occupational interruption leads to dramatic loss of women爷s pension, and makes
the poverty issue of aging women more serious. To reliev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occupational disruption on women爷s
pension, most OECD countries provide pension contribution reduction mechanisms to women with professional
interruptions in their public pension plans. The practice of OECD countries shows that 野pension contribution reduction冶 is
an effective pension mechanism design, which helps to fill the payment gap caused by occupational interruptions, and thus
make women have more sufficient income in retirement. It becomes an important anti-poverty tool for aging women. The
practice of OECD countries also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pension contribution reduction policy depends on the
generosity degree of the mechanism design. The pension contribution reduction mechanism needs to take into account
both the generosity degree of the policy, the financial cost and employment incentives. The pension contribution reduction
mechanism needs to be combined with the 野family-friendly冶 employment policy.

Key words: pension insurance; pension plans for women; occupational interruption; pension contribution
reduction; OEC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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