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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研究视域 中校园文化的内涵, 包 括主观 和客观 两种独 立的形 态, 并且地 理环境 因素一直

被归入校园文化的客观 形态范畴。本文正是从校园 地理环 境视角出 发, 突破 传统研 究理路, 着 重探讨 主题园区
与学府文化建设的关系, 提出了 / 地理环境是 沟通校 园文化 主观形 态和客 观形态的 重要桥 梁0 的新 论断。文章
以国防科技大学为例, 探讨了 / 园区校园文化0 建设思 想与 / 军事 特色、科 学品味、 人文精 神0 三 位一 体的办
学理念之间的 一致性和互补性, 并进一步思索了实现这一校园文化建设新思路的三阶段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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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环境与校园文化建设

校纪、教学及管 理制 度以 及相 应形 成 的严 密的 组 织机 构。
制度文化的长期积淀 容易形 成学校 的精神文 化。精神 文化

( 一) 校园文化内涵

是隐 形 文化, 主要 指学 校 的价 值观、 信 念、作 风、习 俗、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 不 难得到 这样 一条重 要结 论: 文

传统等, 它是校园文化的核心。

化建设对一个民族的发 展起着 极其关 键的作用。 文化 建设

从外延看, 校园文化 可分为 两种 类型: 一 是从空 间上

得好, 民族蓬勃兴 旺; 文 化 建设 废 弛, 民 族 则衰 落 颓败。

说, 包括班级文化圈、 宿舍文 化圈、 社团文 化圈、食 堂文

富足的人文精神造就了 古希腊 的辉煌, 卓 著的法 典和 制度

化圈、社交文化圈。另一 个是从 活动 内容上 说, 有政 治文

奠定了古罗 马的强盛。先 秦文化 为秦国 统一、傲 视群 雄注

化、科学文化、道德文化、艺术文化、体育文化等。

入活力, 清末闭关自守的小农自耕文化则断送了国家命脉。
一个民族的文化事业包罗万象, 既包括诸如社会制度、

( 二) 传统视域中的 校园地理环境
由上可见, 对校园文化 内涵的 界定包 括两 个相互 独立

社会财富、民族结构、人口 比例等 宏观 元素, 又 涵盖 了生

的形态, 即客观形态和 主观形 态。校园文 化的 物质层 次本

活习惯、民俗风 格、历史 传统、民 族认 同等微 观元 素。但

质上属于客观形态范 畴, 与此 对应, 制度 层次 和精神 层次

是, 随着近代科学事业的 发展和 崛起, 创造 出绝 大多 数社

则可归入校 园文 化的 主 观形 态范 畴。然 而, 传 统 研究 中,

会先进知识财富的大学 成为了 创造、引领 和传播 文化 的重

校园文化主、客观形态 是明显 独立的。以 校园 地理环 境为

要载体。从 另一方面看, 大学不但创造和传承着社会文化,

例, 其通常只被看作是校园文化的物化形态, 即客观 形态,

大学本身也具 备了 独特 的文 化原 质, 形 成了 一 种特 殊的、

它包括校园建筑设计 、校园景 观、绿化美 化以 及校园 周边

但又很重要的大学文 化。通常 意义上, 大学是 有形 的, 从

环境等内容。

而大学文化一般也被称为校园文化。/ 大学校园文化的 特点

武汉大学校园环境综 合改造 工程就 是从对 地理环 境的

同大学在文 化中的地位 紧密相 连。大学, 是 传承 文化 的主

传统理解出发而设计和实施的。为配合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

渠道之一, 是创造新文化 的基地, 是 接触异 质文 化的 触角

武汉大学对以 珞 珈山 为 中 心的 樱 园、梅 园、桂 圆、枫 园、

和通道。
0 [ 1]

中心湖等景 观体 系进 行综 合改 造, 以 突出 校园 景 点特 色,

校园文化究竟是什么? 从内涵 看, 校园 文化 蕴含 着三

并且增加师生室外活 动的场 所。该项 工程旨在 突出 / 中心

个不同的文 化层次内容 , 即物质 文化、制度 文化 和精 神文

湖0 景观主题, 创造适 宜的环 境空 间, 漫步 长廊, 交 流空

化。物质文 化是显形的文化, 能为人们的感官所直接触及,

间, 园林设施, 另外还在 / 梅园0 景观改造, 植物、 花卉、

具有直观形 象的特点。它 包括校 园的地 理位置、 地形 风貌

山石、疏林、草坪等绿化 工程 上, 大 书手 笔。然而 , 地理

等自然环境 和校园的各 种建筑、 教学科 研设备、 文化 设施

环境基本上被框定在 客观形 态方面, 从而, 在 设计校 园文

和生活设施以及校园 里大小 园林、草 地、花坛、 道路 等硬

化时, 地理环境对校园文 化主观 形态的 影响及 其相互 关系

件工程的合理 布局。制 度文 化是 依 据学 校有 意 识选 择的、

则常常被忽视。

具有强烈的规范性、组 织性、秩序 性, 属于 校园 范围 内必
须强制执 行和 严 格遵 守的 文 化类 型, 如 培养 目 标、校规、

X

本文沿着这一问题 出发, 思 考对 校园文 化建 设, 特别
是校园地理环境建设的全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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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题园区0 与国防科技大学特色校
园文化建设
( 一) / 主题园区0 的时代语境
毋庸置疑,

/ 主 题园 区0 一 词在 当下 社会 已是 耳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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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生生不息, 代代 相传。延 续哈 军工 / 军0 和 / 工0 的
光荣的办学传统, 国防科 技大学 形成了 丰厚的 军事底 蕴和
浓郁的科学品质, 并在 不断开 拓创新 的办学 探索 中, 将这
两大办学特色紧密 结合, 使其 相互 促进, 高 度融 合, 展现
了一所军事科技高等 学府的 独特魅 力。正是在 这条办 学理

详、屡见不 鲜了。奥 运会及各 大赛事 主办国 的承 办城 市往

念的指引下, 诞生出如银河巨型计算机、高速磁悬浮 列车、

往会根据自身的运动偏好或传统优势选择不同的承办赛事,

激光陀螺等既以服务 军队和 国防为 根本, 又有 高水平 科技

比如青岛市将承办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的帆船 比赛项目, 香

含量的尖端创新成果。

港特别行政区则承办马 术赛事。房 产开发 商会根 据市 场的

新一代的国防科技大 学在党 中央和 中央军 委的关 心和

需求和倾向, 推出风格 各异、主题 醒目 的各色 楼盘。 规模

支持下, 变得更加成 熟和壮大。 面对 新的形 势、环境 和任

宏大的交易会或博览会 都会开 辟不同 的主题分 区, 以 满足

务, 学校与时俱进、高瞻 远瞩地 提出 / 创 办全 军领先 的世

不同客户或 业主的多样 需求。诸 如此类 的设计 思路, 无疑

界一流大学0 的战略 目标, 并确 定了新 时期办 学思路 和理

渗透了深具现代化品 调的 / 主 题园区0 风格。其 之所 以如

念, 即创建一所兼具军 事特色、科 学品味 和人 文精神 的军

此炙手可热就在于它迎合 了现代 社会文 化多样 化发展 的需

事高科技大学。在新的 办学理 念指导 下, 学校 一方面 继续

求和趋势。一方面, 社会呼唤着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形式,

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 扬传统 优势, 另 一方面, 更加重 视人

从而不断催 生出多样化 的主题 模式; 另 一方面, 对某 些主

文精神的孕育和培养, 在 全军率 先成立 了人文 与社会 科学

题模式品质的要求不断 提升, 促使 具有某 种特色 主题 资源

学院, 大兴人文精神之 风, 为军事 特色和 科学 品味注 入了

的单元朝更为专业、更加特性的方向发展。这两方面需求,

极富活力的新元素。

综合作用并交叉影响, 使承 载各类 主题的 区块模 式呈 雨后
春笋不断涌现。

( 三) / 园区校园文化0 与办学理念的一致性
/ 主题园区0 已成为一种时尚 话语。但 如果仅仅把它视

/ 主题园区0 思路的广泛拓展使其在现代大学建设 甚至

为此, 而不去深入发掘其 对现代 大学教 育和校 园文化 建设

某些地区的中学教育办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实,

有价值的思想, 就不免 令人遗 憾, 甚至错 失在 第二次 现代

大学主题园区建设思想是 第二次 现代化 时期大 学高等 教育

化时期、在世界 级高 等学 府竞 争中 占 据有 利位 置 的机 会。

功能转变的产物。第一次 现代化 时期 ( 指 二战后 到上 世纪

所以, 本文尝试把 / 主 题园区0 引入 校园文 化建 设, 通过

60 年代,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完成 了自农 业经济 社会向 工业

对国防科技 大 学如 何开 展 / 园 区校 园文 化0 建 设 的探 讨,

经济社会的转变) 大学的 普及率 与已有 知识的传 授是 高等

打破原先 / 地理 环境 客观 形态 论0 一 统天 下的 理 论局 面,

学府的首要功能, 而进入 第二次 现代化 时期 ( 是 指上 世纪

并发展了地理环境影响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

60 年代以来, 由工 业经济 文明 向知 识 经济 文明 的转 变中)

国防科技大学地处 长沙市, 共拥 有四个 校区, 具 备了

后, 高质量 、高水平 与创新能 力等则 成为高 水平 高等 学府

构思和发展 / 主题园 区0 校园 文化的 纯地理 条件, 即 前文

的首要功能。大学 教育 功能 的转 变 主要 体现 在 两个 方面,

所指出的校园文化的 客观形 态单元。 同时, 它 又具有 独到

一是学科专业进行着深远的调整和变革, 学科专业间分化、

之处。现在 仍 然 使 用 的 三个 主 要 校 区, 即一 号 院 ( 称 为

综合的趋势不断加深, 交叉学 科、边缘 学科、前 沿学 科层

/ 本部0 ) 、三号院 ( 原长沙工程兵学院) 和四号院 ( 原长沙

出不穷; 另 一个就是专 业性更 强、办学 潜力更 大、特 色更

政治学院) , 分别具有科学品质、军事特色 和人文精神三种

加明显的 / 主题园区0 的出现。

不同的园区传统文化 积淀。这些 特质正 是原先 三所院 校的

/ 主题园区0 是一 全新的 校园文 化发 展思路。 事实上,

主要办学理念的集中 体现, 现在 变成新 时期国 防科技 大学

/ 主题园区0 ( 即同 一大学的不 同校区) 是和 校园文化 的地

的宝贵资源和独到优 势。事实 上, 这三方 面特 质又分 别对

理位置及环 境相关联的 。但是, 它又 并不局 限于 校园 文化

应了学校办 学理 念的 三个 方面, 并 与 办学 理念 相 得益 彰,

的物质层次 , 还涉及 到学校 整体发 展战略 及办学 理念 等制

体现出浑然天成的一致性。

度层次和精神层次的内 容, 使校园 文化客 观形态 和主 观形

鉴于这种一致性, 本 文建议, 学校可 以构 建三个 主题

态之间分立独行的状态 被打破, 从 而为两 种形态 架起 了一

园区, 即以一号院为主体的 / 科学园区0 、以三号院为主体

座互通互补的桥梁。

的 / 军事园区0 和以四号院为主体的 / 人文园区0 , 并大力

( 二) 国防科技大学的办学理念

培育 / 主题园区0 的特 色文化, 把各自的 优势 充分发 挥出

每一所 大学在创建特 色校园文 化时, 都 应首 先处 理好

来, 同时, 要促进园区 间的相 互交 流、沟通, 从而形 成一

传统和革新的 关系, 即 在积 极构 建 新的 文化 系 统的 同时,
又要特别重视对学校优 良传统 的传承。传 统本身 就包 括历
史所赋予校园文化的厚 重特色。对 任何一 种文化 的创 新无
不是从尊重 历史开始的 。因此, 校园 文化建 设应 立足 学校
历史, 继承优良传统, 审视利弊、开拓创新、展望未来。
众所周知, 国防科技大 学有辉 煌卓 著的学 府历 史, 并

个开放、互补的园区校园文化建设系统工程。
就学校而言, / 园区校园文化0 思想主 要体现了三方面
优势:
( 1) 创新性和特色性 。现在不 少学校在朝着 / 研 究型、
综合型、国际性0 的国 内或国际 一流 大学努 力, 其他 学校
的提法虽有所不同, 但 也都是 着眼于 学科类 别、学术 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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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地位, 难 免给人以雷 同之感。在 大学 建设中, 对大 学发

生们从相互间学到的东西比从教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还 要多。

展的阶段性定位是必要 的, 也不能 忽视了 大学的 个性 和特

这句话是否使教师们 脸上无 光呢? 我 想不是。 我把它 看成

质, 更重要 在于是否能够结合自身的特质, 既科学又确当,

对一个巨大的多样化 的才能 出众的 学生 群体的 赞美。
0 [ 4] 毕

创造性地设定学校发展战 略和与 之相匹 配的校 园文化 建设

竟,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 的。校园文 化建设 是一 项复杂 的系

思路。/ 学校的个性既体现为学科设置, 更体现于校园 文化

统工程, 需要分阶段、有步骤地, 循序渐进地开展。

, ,如何实现本校的文 化核心, 其 途径、形 式和 侧重 点却

国防科大在构建 / 园区校 园文化0 的过 程中, 可 以分

可以并且应该结合自己 的和周 边的条 件而各显 其能, 各展

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的任务 是支持 三个园 区各自 优势

其长。
0 [ 2]

的校园文化建设, 使其把 原先业 已成熟 的传统 校园文 化做

可见, / 园区校园文化0 建设思想与国防科大的发 展战

大做强, 形成三个实力 强大的 文化策 源地, 为 第二阶 段相

略和办学理念十分匹配 和高度 一致。它不 但创造 性地 融合

互沟通交流奠定基础。第 二个阶 段是第 一个阶 段向前 发展

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性元素 ) ) ) / 主题园区0, 还使 自身

的必然趋势。该阶段, 学校 应为三 个园区 日益 成熟的 三种

的校园文化体系建设 真正体 现了 / 为 我所用0 的要 求, 实

文化的相互交流、融 通、渗透 提供 充足、有 效的 制度、资

现了从自身特质出发、符合 发展规 律并为 实现办 学特 色而

金、人员支持, 并加以 引导、督 促和 评估。当 统筹调 控基

服务的目标。

本上成为一种经常性 、习惯性 的交流 形式后, 学校的 引导

( 2) 开放性和合 作性。文化 发展 的过程 中存 在一 个普

和监控将退居次要位 置, 此时三 个园区 的文化 已融为 一整

遍性规律: 单靠自身的 内动力, 发 展演 变缓慢, 久而 久之

体, 园区文化的强强结合 使校园 文化成 为一个 完整的 自组

甚至要萎缩、停滞乃至消 亡; 如果在 与异质 文化 接触 过程

织体系, 并主要通过其内 在的自 发性和 习惯性 的因素 进行

中能够吸收自己没有而 又适宜 于民族 发展的成 分, 则 其生

持续、健康的交流和更新。

[ 3]

命力将更为旺盛, 最终走向辉煌。 民族文化如此, 校 园文

( 二) 三阶段论的理 论特征

化亦然。校园文化建 设不仅 要求同 其他大 学保持 长期 和卓

( 1) 过程和 阶段的统一

有成效的交流 合作, 还 要在 自身 内 部形 成一 种 多元 化的、

校园文化是和学生 紧密联系 在一 起的。他 们之间 是一

自组织、富有生命力的交流平台。/ 园区校园文化0 思 想恰

种双向互动 的关 系, 校园 文化 影响 着 学生 的情 感 和行 为,

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内部沟通有无、取长补短的合作模式。

同时, 学生也在塑造和 决定着 校园文 化的发 展。大学 生生

( 3) 多元性与和 谐性。任何 一种 单一化 的校 园文 化模

活在校园文化这张网上, 而校园文化以其格调的轻松 高雅、

式都会表现 出某种狭隘 , 唯有多 元化的 校园文 化, 才 能既

形式的丰富多样, 潜移 默化地 熏陶和 影响着 大学 生。荀子

符合由林林 总总 社会 生活 所展 现的 文 化多 元发 展的 趋势,

强调 / 渐0 的意义, / 蓬生 麻中, 不扶 自直0 , / 白沙在 涅,

又为第二次 现代化时期 大学高 等教育, 由规模 型、数 量型

与之俱黑0。因此, 构建校园文化 是一项长期性任务, 是艰

向精致化、质量型转变提 供发展 模式的 参照平 台。从 国防

巨的探索过程和可喜 的阶段 性成果 的交替, 是 过程和 阶段

科大三个园 区的传统优 势上看, 可谓是 主题鲜 明, 各 具特

的统一。

色。所以, 如果一味 强调和推行多元化校园文化建设模式,

( 2) 整体和 环节的统一

必然会欲速不达, 事与愿 违。只有从 不同园 区的 特色 和优

校园文化建设目标是 依据学 校发展 战略和 办学理 念而

势出发, 循 序渐进, 分阶段 地进行, 才能正 确处 理好 继承

制定的, 是经过学校领导 集体和 智囊团 队深思 熟虑地 反复

和创新的关系, 使 创新 性校 园文 化 建设 有条 不 紊地 开展,

斟酌而确定的。一旦校 园文化 建设的 总体目 标确 定后, 接

最终形成和谐的、融洽的 / 园区校园文化0 体系。

下来需要解 决的 便是 各个 环节 和关 键点 的 问题 了。因 此,

三、国防科技大学特色 / 园区校园文化0
建设的实现途径

校园文化建 设是 一项 艰 巨的、 长期 的、复 杂的 系 统工 程,
是整体目标和具体环节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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