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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学 校 文 化 建 设

顾明 远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市 100875)

摘  要: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灵魂。它影响着办学思想、教育理念、人才培养;学校文化也包含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校园物质文化, 而核心是价值观念;学校文化建设是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是全校师生长期教育实践

的结果;学校文化需要精心策划、细心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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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3月我曾经在清华大学关于创办一流

大学研讨会上作过一个简短的发言,叫做/铸造大

学的灵魂0。我认为, /一所学校要有一个文化的蕴
涵, 文化的底蕴。文化的蕴涵越深厚,学校的基础

越深厚。大学本来就是文化的产物, 是研究文化、

创造知识、创造文化的场所。如果一所大学没有文

化的底蕴, 是创造不出新的文化来的。0[ 1] 一所大学

是如此,一所中小学也是如此。近几年来, 学校文

化建设已经被学术界和学校所重视,大家都在讨论

如何建设学校文化的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

一点看法。

  一、学校文化是什么?

为了说明学校文化是什么,首先要了解什么是

文化。文化的定义据说已有几百种之多。我认为,

张岱年和程宜山先生著的5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6

一书中所下的定义最科学、最全面。他们说: /文化
是人类在处理人与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

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

成果的总和, 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

一。0[ 2] 为什么说这个定义最科学、最全面? 因为它

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分析了文化的内

容和它的本质特征, 既强调人类活动的成果, 又强

调人类活动的方式, 人类活动的方式本身就是文

化,不仅是他的活动成果,也就是说,文化既是静态

的,也是动态的,是静态和动态的统一; 人类的活动

方式既包括实践活动,又包括精神活动两个方面,

是外显活动与内在活动的统一;活动成果也是多方

面的,既包含着物质成果, 又包含着精神成果。这

就把文化说得很科学、很全面了。人类是由各种民

族、种族、集群组成的,因此文化是各种民族、种族、

集群创造的。因此,也可以说, 文化是一定民族经

过长期的物质活动和实践活动积累起来的为一定

民族(或种族或集群)共同认同的活动方式及其产

生的物质成果和非物质成果,包括民族心理和价值

观念的总体。所以,具体文化形态总是民族的,又

可以称为民族文化。文化具有民族性,同时又具有

时代性。它是动态的,发展的, 是随着时代的进步

而不断发展,不断积累,同时不断创造着新的文化。

文化包含着多个层面,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

法。二分法指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三分法指物质

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四分法则是在三个层面

之后再加上行为习俗层面。而其核心是精神层面

的价值观念和民族心理意识。

学校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文化的

亚文化。学校文化可以定义为:经过长期发展历史

积淀而形成的全校师生(包括员工, 下同)的教育实

践活动方式及其所创造的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同

样包含了物质层面(校园建设)、制度层面(各种规

章制度)、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师生的行为举止) ,

而其核心是精神层面中的价值观念、办学思想、教

育理念、群体的心理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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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文化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文

化的子文化,又称亚文化。它与社会主流文化有一

致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一致的地方是学校文

化总是处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之下,社会文

化的任何变化都会迅速地反映到学校文化中来,学

校文化总是反映着整个社会主流文化的基本精神。

不同的地方是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 学校的群体

以教师、学生为主体, 因此学校文化总是有选择地

接受、传播、批判社会文化。选择有利于学生身心

发展的社会主流文化的基本精神, 批判和剔除有害

于学生发展的社会非主流文化。

学校文化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学校文化具有教育性

任何文化都有教化的作用和教育的意义。但

是社会文化对社会成员的教化作用大多是无组织、

无意识的。社会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会对社会成员

起到不良影响。学校文化是学校教师(包括校长和

其他教育工作人员)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学生成

长的规律有意识营造的, 是经过学校师生长期的教

育实践活动积淀起来的。它反映了学校的办学思

想和培养目标, 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教育性。虽然

学校文化也可能会有消极因素,但在学校文化建设

中是要设法消除的。

(二)学校文化具有选择性

学校是传递文化的专门场所, 但是它不是无选

择地传递人类所有文化遗产, 而是有选择的, 并且

经过一定的改造,然后才传递给学生。任何一种文

化总是有精华和糟粕,学校传递的文化应该是文化

中的精华,而不是糟粕。因此对已有的文化就要有

所选择。选择的标准是国家对人才的要求和儿童

青少年成长的规律。例如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上

最优秀的文化之一, 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落后的糟

粕,如重男轻女、不讲科学、不讲卫生、重人情轻制

度等,在学校文化传承中就要批判和剔除; 又如当

前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有些文化如讲科学、讲民主、

讲开放、讲效率的思想,我们应该大胆吸收,但是诸

如个人中心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放任主义、物欲主

义等就应加以批判和摒弃,不能让它们在青少年中

漫延。学校中作为教育内容的文化都是以学科课

程为载体组织起来的,更是要根据教育目标和课程

标准,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加以选择和编制。

(三)学校文化具有创造性

学校文化传统是学校师生在教育实践中长期

创造积累形成的, 但学校文化不是静态不变的,不

是消极地接受前人创造的传统, 而是与时俱进,不

断地根据时代的要求和新的形势创造新的学校文

化。学校, 尤其是大学,是创造知识的地方,是创造

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价值观的场所。创新是学校文

化的本质特征。

(四)学校文化的个性性、差异性

一种学校文化是一所学校师生在教育实践中

创造的,因此每个学校的文化都不可能相同,学校

文化具有个性。这种个性就体现在各校的办学特

色上。通常人们对学校办学特色有一种误解,认为

学校办一些特长班, 或者组织一些特长的小组团

队,就认为是学校的办学特色。其实,学校的真正

的特色就在于学校的文化建设上。例如清华大学

和北京大学的文化就不同,清华讲究科学、严谨,北

大则继承蔡元培校长的传统, 讲究学术自由、兼容

并蓄; 北京师大又是另一种文化, 讲究/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0, 突出了师范教育的特色。中小学虽然

不像大学那样是文化的中心,但是由于各校的历史

不同, 地域环境不同, 办学的理念不同,各校文化也

会有自己的特色。

(五)学校文化是冲突和融合的过程

学校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教师和学生之

间的冲突和融合、对立与统一的过程。教师和学生

之间是知与不知、或者知与知之不确之间的矛盾和

冲突。经过教师的教育、引导, 学生的自主学习、领

悟,逐渐达到共识与融合。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冲突

与融合的过程中学校文化发挥了教育年轻一代的

功能。

  二、为什么要重视学校文化的建设?

学校本来就是传递文化、创造文化的特定机

构,学校文化的建设是学校应有之义。但是,不是

说,学校一建立起来就有学校文化。学校文化的特

定含义是经过全校师生长期的努力建立起来的具

有本校独立品格的文化传统。这种学校文化传统

一旦建立起来, 就具有指导学校办学方向、统一价

值观念、引领师生教与学的行为的作用, 就能凝聚

全校力量, 为实现学校的办学目标而努力。学校文

化是学校的灵魂。一个没有独立品格的学校文化

传统的学校,师生员工就会如一盘散沙, 缺乏努力

的方向和动力。

建设学校文化的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校文化具有统率的作用

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灵魂。学校的办学思想、教

育理念一旦成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信念,就会体现在

每个师生的价值取向、期望、态度、行为之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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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之中。例如把/爱一切学生0作

为学校文化的核心理念, 学校教师头脑中就不会有

差生的概念,就不会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 同学之

间就会互相尊重, 共同进步。如果把/人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0作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理念, 全校师生就

会处处爱护自然,保护环境
[ 3]
。总之, 学校文化中

蕴含的核心价值观会体现在全校师生的思想、感情

和行为中。

(二)学校文化有着规范的作用

学校文化建设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制度建设。

学校经过师生的长期教育实践,总结出了一套行之

有效的规章制度,它可以规范师生的行为。学校办

事有章可循, 有条不紊。如果学校缺乏制度建设,

学校就会杂乱无章, 遇事找不到人负责。学校的制

度不是随意制定出来的, 不是学校领导或者少数人

制定出来去约束师生行为的。制度建设作为一种

文化,是师生在教与学的活动中, 经过长期的实践、

总结、提炼而制定出来的, 是反映了师生的意愿, 为

师生共同认可的,这种制度才能被全校师生所遵守。

(三)学校文化具有激励的作用

优秀的学校文化总是有愿景、有期望,环境舒

畅、人际关系融合、生活朝气蓬勃, 会激励师生开拓

进取,不怕困难,追求卓越,努力把学校的各项任务

完成得出色。在这种优秀文化氛围中, 全校师生有

一种责任感、荣誉感,驱使他们努力教和学,不断创

造新的经验和成绩。

(四)学校文化具有熔炉作用

传统的力量是无穷的,学校文化如果形成了传

统,就会成为一股无形的力量,引导着师生的思维

方式、生活态度、心理情趣和行为作风。师生会自

动地,不用思索地按照学校的思维去思考,去行动。

学校文化像一块学校的吸铁石,把师生员工凝聚在

一起。学校文化又如一个大熔炉, 学校里如果来了

一位新成员,立即会熔化在这个文化传统之中。

(五)学校文化建设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学校文化建设是长期的过程,是连续的过程。学

校文化建设一方面要继承前人建设的成果,同时要创

新,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进步,不断创新。无论是

继承还是创新,都要靠现在的在校师生。因此全校师

生在创建学校文化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教育。

  三、学校文化建设的内容是什么?

前面讲到,学校文化与整个人类文化一样具有多

种层面,因此学校文化建设也要注意到这几个层面。

最主要的是要建设学校精神文化。学校文化

的核心是学校的办学思想、教育理念、价值观念、思

维方式。因此, 学校文化建设首先要在这些方面下

功夫。办学思想、教育观念首先表现在人才观上,

即培养目标上,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毫无疑问,学

校的目标是育人,按照国家的教育方针, 培育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

条大家都能背出来。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有

的学校并不是这样, 而是把目标放在追求升学率

上。升学率也是需要的,没有升学率家长不答应,

社会不满意。但是升学率是要建立在育人的基础

上。育人, 包括道德品质的形成、体质的增强,也包

括知识的增长。在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以后,升学

率也自然会上去。现在有些学校为少数尖子学生

开小灶,搞特殊,恐怕不是在建设学校文化,而是在

破坏学校文化。

学校的精神文化建设还体现在学生观、师生观

上。要树立人人都能成才的观念, 热爱每一个学

生,不歧视任何学生, 哪怕他身上有不少缺点;师生

的关系是平等的、民主的、互相理解和信赖的、和谐

的。有了这样的师生关系, 教育就能顺利进行。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0,这是

我的教育信条, 恐怕也是学校文化建设中需要建立

的观念。

学校文化建设还表现在课程上、教学上。当然

课程本身包含着知识文化的传承。但是全校师生

如何来看待课程和教学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有

二种态度: 一种是按部就班,上级规定什么课程学

校就开什么课程,领导说怎么教就怎么教,缺少去

认识探讨课程和教学的文化内涵; 另一种态度是,

认识到课程和教学是文化的载体,努力去探讨国家

课程标准的文化蕴涵,同时结合学校的具体条件, 创

设学校的校本课程,教学中重视教材中的文化内涵,

不仅传授知识,而且重视价值观、思想情感的熏陶。

学校文化建设说到底是校风的建设。什么是校

风? 校风是指一个学校的思维方式、治学态度。从

思维方式来讲,就是学校怎么办, 办成什么样子, 有

什么办学思路。治学态度表现在教师怎么教, 学生

怎么学的问题。校风表现在学校的方方面面。表现

在领导班子身上就是有没有先进的办学理念, 有没

有人文管理的精神,有没有组织团队不断学习,不断

进步的规划;表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有没有敬业笃学

的精神、教书育人的品质;表现在学生身上就是有没

有刻苦钻研的态度、开拓进取的精神,等等。

优良校风不是一代人就能建立起来的。而是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一代一代传下来, 为全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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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共识,形成传统。有了这样的传统,学校就有了

灵魂。

学校的制度建设也很重要。有了制度就会有

条不紊。学校工作的头绪很多,有教学工作、思想

工作、后勤保障工作。学校是人群集聚的地方,是

最活跃的场所, 有人群、有活动就会产生各种矛盾

和问题。学校要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使全校师

生知道哪些可以做, 哪些不可以做, 哪些是谁负责

等等。制度明确,职责分明。制度的建设必须和办

学理念相结合,而以办学理念为指导。也就是说,

制度建设是服从于学校的精神文化建设。制度建

设也不是少数人一朝一夕能够建立起来的,也需要

几代人的努力实践、总结、修订,成为全校师生的共

同愿望,自觉遵守,形成学校文化的一部分。

学校文化的物质建设包括校舍的建设、校园的

设计、环境的布置等等。学校的物质文化建设不仅

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保证, 而且体现着一个学校

的精神,是学校文化外显的部分。学校的物质文化

建设要以人为本,特别是要以学生为本。有些学校

的建设只重视教室的安排,不注意学生活动场所的

建设,如把运动场地安排在离教室很远的地方,不

便于学生课间、课后的活动,学生没有活动场地,而

学校的运动场地利用率又不高,这就不是以人为本

的设计。校园文化建设体现学校的主流文化,要让

师生感到舒适、多样、整洁、欢快,愿意在这样的环境

中学习、生活。学校要重视仪式、标志的建设。一条

校训、一枚校徽、一支校歌往往反映了学校的精神面

貌。总之,要让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有教育意义。

学校文化要有特色。前面我们讲到一些学校

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根据教育的一般规律,办

学的基本要求提出来的, 各个学校的文化建设都应

该有这几方面的内容。但是各个学校必须要有自

己的特色。前面说到,学校文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够

建立起来的,是几代人的努力积淀起来的。而各个

学校的历史不同、地域环境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因

此积淀起来的文化传统也不同。今天我们提倡学

校的文化建设, 不是说抛弃传统, 另建一套,相反,

就是要去挖掘历史传统, 同时根据现在的办学环

境、时代要求,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学校文化。

因此, 它是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四、怎样建设学校文化?

学校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学校文

化首先要认同社会的主流文化。当代我国社会的

主流文化是改革开放、继承创新, 弘扬中华优秀文

化传统,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创造社会主

义新文化。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也是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内容。因此,社会主义荣

辱观应该成为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学校文化建设需要精心策划,细心培育。首先

校长要努力学习,了解学校的历史, 挖掘学校的优

秀文化传统,学习当前的形势和教育理论,认真思

考办学思路,策划学校文化的建设, 提出设想,和全

校师生共同讨论,形成共识,然后精心设计,共同努

力,把理念化为现实。

学校文化建设不是校长一个人的事,而是师生

共同努力的结果。师生要积极参与, 努力实践,在

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充实。

学习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动力和源泉。在我国

建设学习型和谐社会的今天,学习已经成为每个公

民、每个组织的必需, 学校应该成为学习的典范。

通过学习求学校的发展, 通过学习求师生的发展。

使学习成为学校的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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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chool Culture Construction

GU Ming-yuan
( I nter nationa l and Comp arat iv e E ducation Re search I nsti tute , Bei j ing Normal Univ er sit y , B ei j ing 100875, Ch ina)

Abstract:School culture is the soul of the schoo l, w hich affects the leading running- schoo l idea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teaching pr actice. School culture also encompasses spir itual culture, institutional cultur e, and the campus mater ial cu-l

tur e, but the cor e is the concept s o f v alues. The cultur e constr uction o f schoo ls is the unification o f inher itance and inno-

vation, and is the r esult o f the long- time educat ional practice of the w ho le teacher s and students. School culture needs

car eful planning and careful cult ivating .
Key words:cult ur e; school cultur 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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