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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育人理念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究

摘要：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已经成为衡量高校整体教育水平的标准之一，而文化育人和思想政治教
育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高校应该注重制定完善的体系制度，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对学生的熏陶作用和思想政
治教育的引导作用，实现学生综合和全面发展。文章首先分析了校园文化和文化育人的概念，然后分析了思想
政治教育和文化育人理念的结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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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是向社会和国家输送人才的主要途径，
而高校的文化育人理念和思想政治教育在不断影响
着学生。自国家出台一系列方针政策以来，高校对于
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开始重视，但是
目前很多高校仍然存在忽视校园文化建设等问题，解
决这些问题并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一、校园文化的内涵和组成
不同的人对校园文化的意义有着不同的理解，有

人认为校园文化是教师和学生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
思维方式或者价值取向，是一种精神氛围或者说是精
神力量；有的人认为校园文化是高校精神文化的载
体，体现着高校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水平。一般来
讲，校园文化是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形成的
一种具有高校特色的群体文化，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部
分。

第一是物质文化，这是校园文化中最直接、最实
际的组成部分，这种物质环境包括高校的自然环境、
硬件设施等，这些物质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平时可
以看到校园中形式多样的建筑，也会用到各种各样的
体育、娱乐和教学科研设备，这是高校在几十年乃至
上百年的办学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是一种精神和制度
的体现。

第二是制度文化，无规矩不成方圆是我们耳熟能
详的一句话，这句话对于高校同样适用。在长期的发
展过程中，高校结合自身情况和需求制定了各种管理
制度和行为准则，逐渐形成较为完善的规范体系，包
括一些习俗、规章制度，最为常见的就是校规校纪，这
些制度也反映出高校的价值观和发展方向。制度是具

有一定强制力和约束力的，也是被教师和学生默认接
受的，是校园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

第三是行为文化，行为文化主要是教师和学生的
日常行为表现，是教师和学生精神状态、行为状态的
体现，也是一种外在表现，常见的行为文化包括课堂
文化、教室文化和宿舍文化等。

第四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一直是校园文化建设
的重点内容，在高校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备
高校特色的精神、学风和校风等，这些精神文化虽然
不像物质文化那样可见，但是一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
着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等。

二、校园文化和高校思政教育现状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高等教育的重点内容，主要

是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修养和
综合素质，学生的品德水平决定了其是否能够成为高
水平人才。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社会
形势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具有充足精力和时间的大学
生也受到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大部分高校会定
期组织讲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等，虽然能够发挥一
定的教育效果，但是一成不变的教育方式会引起学生
反感。

三、发挥校园文化载体功能的方法
第一，校园文化包含了很多内容，比较广泛和全

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学生，因此其载体也
应该面向学生，具有较大的覆盖范围[1]。正因为校园文
化的全面和广泛，才能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载
体。通过建设校园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将思想政治知识渗透到多种多样的活动
中去，让教师和学生都能够受到良好的文化氛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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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高校应该结合自身办学特点，制定思想政治教育
的具体制度，保障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相关教育活
动能够顺利进行。同时，应当灵活采取开设讲座、培训
等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
意识地将学校、国家的新政策、新方针融合到思想政
治教育的内容中去，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来塑造学生
积极乐观、不畏艰难的良好性格和态度，帮助学生树
立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第二，时代和社会在不断发展，社会环境也是复
杂和多变的，这些特点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一
定影响。高校学生具有鲜明的性格和思维特点，在新
环境、新观念的影响下，不少学生都开始关心国际大
事，对一些重要事件的发展和走向也非常关注，但是
其信念和理想也存在摇摆不定的问题；大学生喜欢新
鲜事物，思想积极活跃，但是对于一些不良事物的辨
别能力不强，容易受到不良思想和事物的荼毒。信息
技术的发展让大学生有了更加丰富的获取信息的途
径，其主体意识更加强烈，对于和自己有关联或者对
自己有影响的事件有更高的参与度。活跃的思维方式
让传统以理论知识灌输和讲座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
被学生冷落，而形式和内容丰富的实践活动、社会活
动和团体活动则受到学生青睐。所以高校校园文化建
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也是满足学生多元化发展
的必要条件。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人
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
作用，就应该从物质文化、校园环境等多方面入手。例
如校园中的硬件设施建设，可以通过设置宣传栏或者
设置大型标语、雕塑等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宣传；
而制度建设则可以通过改革管理方法和管理体系来
实现，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让学
生认识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通过这些方
式的恰当结合，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灵活多变，不再
是枯燥的、难以引起学生兴趣的教育方式。校园文化
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让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实现更

加全面和广泛的覆盖，学生在参与校园活动时就能在
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

第四，高校应该注重搭建教育平台，有效的平台
是实现文化育人和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基础，信息化
平台应该是考虑的重点[2]。数据显示，我国20岁到30岁
的网民数量占据全部网民的三分之一以上，而这其中
大学生网民数量可以说是占比较大的，搭建信息化平
台能够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开展教育活动。例
如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向学生传递思想政治
教育知识，将现在的大学生从沉迷网络的泥潭中拉出
来，充分发挥互联网开放性的作用，将学生塑造为具
备扎实知识基础和良好道德品质的高水平人才。

第五，要通过多元化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一
味进行理论知识灌输很难取得好的教育效果，实践和
理论兼顾的教育方式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
水平[3]。我国传统文化中就包含了很多道德教育的内
容，例如一些音乐、文学作品、戏曲等，都可以作为教
学素材加以利用。平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瞻仰名人故
居和老革命基地，感受中国人民艰苦斗争的岁月和不
畏艰难的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对于
西方文化不能全盘否定，而是要去糟粕取精华，将优
秀文化和思想传递给学生。

综上所述，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
元化的大环境下，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优秀的人才支
撑，而人才培养的关键除了知识教育外，还需要完善
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应将思想政治
教育和校园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两者的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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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under the Concept of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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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standards for measuring the overall education leve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und system system,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ampus culture on students and the
guiding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o as to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campus culture and culture education,and then analyzes the combination
metho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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