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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将为人文教育提供方向 的保证, 而 后者是 前者得 以实现 的基础, 实 现二者 的融
合具有重大意义。实现人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需 要充分挖掘 大学精 神中的 优秀文 化; 建立健 全确保 二者
相融的教学制度、管理制度甚至活动制度; 建设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来促进二 者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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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 校而 言, 为了 取得 较好的 教育 效果, 思 想政治

认识和改造世 界。/ 单纯传授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 理是远远

教育应该实 现与人文 教育 的有机 融合。人 文教 育与 思想政
治教育相融 合是人文 教育 的延伸, 也是思 想政 治教 育在新
形势下的发展, 经 过这 种融合, 党的 理论、 方针、政 策等

不够 的, 更不 能把马 克思 主义当 作僵 硬的教 条去 传授, 必
须加强政 治 教育 的人 文 底蕴, 帮助 学生 正 确地 认识 自 己、
认识人与社 会的 关系, 养 成高尚 的道 德品质、 塑造良 好的

能够被学员 更好 地理 解、掌握 和落实, 学 员的 人生 观价值
观将会更加 科学 合理, 他 们的 人文素 质、终极 关怀 将会体
现在献身社会主义事业中。

人文 精神, 才 能让他 们自 觉地、心 悦诚服 地接 受政治 教育
的内容 并 内 化 为 稳 定 的 心 理 品 质, 达 到 政 治 教 育 的 目
的。
0 [ 2] 因此人 文教 育 将为 思想 政 治教 育 提供 坚 实的 基 础,
确保 教育达到一定的深度和较好的效果。

一、充分认识人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融合的重大意义

二、继承创新促进人文教育与思想政治
教育融合的大学精神

/ 人文教育就是 将人 类的 文化 成果, 将 人文 科学 通过
知识传授、环境熏陶, 使之 内化 为 人格、气 质、修 养, 成
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0 [ 1] 人文教 育的目的 不仅仅是传

大学精 神是 一种隐 性文 化、潜在 文化, 包 括学校 师生
员工的价 值理念 、思想道 德观 念、审美 情趣, 以 及长 时间

授给受教育 者人文知 识, 更重 要的 是帮助 他们 认识 人的本
质, 建立正 确的价 值体 系, 塑造 健康完 整的 精神 世界。通
俗地讲, 人 文教育 就是 教学生 如何 做人、如 何做 事。人文
教育的内容 相当广泛, 人类历 史上 的一切 优秀 成果 都可以

积累形成的教风、学风等文化氛围。/ 校园精神是 赋予学校
以生命、活力 并反 映学校 历史 传统、校 园意志 、特征 面貌
的一种精神文化 形态, 是 校园 精神 文化体 系中 高度成 熟并
业已 被学校及其师生 一致 认同的 群体 意识 和品格。
0 [ 3] 大学

作为教育素材, 然 而正 是这种 开放 性决定 了人 文教 育不能
代替思想政 治教 育, 试想 人类 精神文 明没 有种族、 国界和
时代之分, 然而现实 的人 却生 活在具 体的 环境中, 受社会

精神是不同时期 校园 主体思 维和 思想 的产物, 也是他 们生
活学习体验 的升 华。因此, 良 好的 大学精 神来 自于师 生员
工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 貌, 它代 表着 学校拥 有一 支综合 素质

生产力和生 产关 系的 制约, 受 自身所 从事 职业的 制约。培
养对社会有 益的人才 就要 充分考 虑这 些制约 , 并用 有效的
手段来教育 培训 学生, 这 就是 思想政 教育 的职能 所在。因
此思想政治 教育是人 文教 育的有 益补 充, 它能 够为 人文素

高、学术造诣 深和学 风严 谨的师 资队 伍, 拥有 科学合 理而
又水平较高的 专业规划和课程设计, 拥有良 好的历史 传统、
人文 底蕴和文化氛围。
充分发掘大学精神并 在新 的历 史条件 下创 新发展 将会

质的发展确定正确的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 本目的 是帮 助学生 树立 马克 思主义
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 但是, 如 果学 生不 能从 内心

为人 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 育的 融合 提供精 神资 源和方 向指
导。大学精神 包括 目标理 想、信 念信 仰、价值 观念 等, 它
体现了一所大学 的办 学宗旨 和发 展目 标, 其形 成过程 需要

深处认识 到人 和社会 的本 质, 认识 到人与 人、社 会、自然
之间关系的 本质, 他 就无 法正 确认识 自己, 也 无法 正确认
识社会, 也就更谈不 上用 马克 思主义 的世 界观、方 法论来

长久的人文精神 积淀。大 学需 要将 社会主 流文 化中爱 国主
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 义与自身的特点和使 命任务相 结合,
才能形成各不相 同的 大学精 神。如 军校中 形成 的是献 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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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勇于牺 牲精神, 司 法类 院校 形成公 平合 理的 精神, 而
理工科院校 则形 成求 真、务实 和严谨 精神 风貌。国 防科大
在 / 哈 军 工0 传 统 和 / 银 河 精 神0 的 基 础 上, 形 成 了 以

四、建设营造促进人文教育与思想政治
教育融合的校园文化

/ 厚德博学、强军兴国0 为核心的大学精 神。长期积 淀形成
的大学精神 中 的人 文因 素 和思 想政 治 因素 是必 不 可少 的,
而且往往 是你 中有我, 我中有 你, 相辅 相成。良 好的 精神

校园文化既 包括 实物和 活动, 也包括 它们 营造和 传播
而所产生的一定 的环 境氛围。 实物 方面具 体表 现为学 校标

文化环境会 使学 生明 显感受 到积 极、健康、向 上的 精神力
量对自己的影响、熏陶、感染和激励。/ 宽松和 谐的精神文
化环境能通过各种潜移 默化的 教育 方式把 外在 的要 求内化

志性建筑, 校训、校 风、校 歌、校 徽等 主体 文 化作 品, 以
及橱窗、广播 台、校报 等宣 传阵地。 这些物 品的 产生 和使
用将会使校园人 感受 巨大精 神力 量, 从中 体会 人文精 神和

为校园文化 主体 的自 我要求, 从而实 现社 会化, 并 激发他
们的求知欲 望, 逐步 树立 起正 确的世 界观 和人生 观, 塑造
个体优良的品性。
0 [4] 充 分利用 大学 精神的 教育 功能 将会较
好地实现人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

教育意义。各种活动如 体育活动、专场 晚会、文艺比 赛等,
它们都具有 一定 的教育 意义, 负 有深 刻的思 想内 涵, 同时
也表现 为某 种能 够 打动 人、影 响人、 感 染人 的 艺术 形 式,
不仅使学生 深受 教育, 而 且还使 学生 们陶冶 了情 操、升华

三、建立健全促进人文教育与思想政治
教育融合的体制机制

了感情。校园 文化 既可以 表现 为一 栋建筑, 一 条道 路, 一
尊雕 像, 也可 以表现 为某 种传统 或者 信念, 还 可以表 现为
教育 活动。

人文教育与思想政 治教育 融合 并不是 在某 一件 事上的
融合, 也不仅仅表现 为某 一时 段内的 融合, 而 是一 个长期
深入的融合 过程, 这项 工作 的 开展 需要 有 制度 上 的保 证。

人文教育 与 思想 政治 教 育融 合需 要 一定 的 物质 基 础,
需要良好 的 环境 平台, 否则 二 者的 融合 将 成为 一句 空 话。
校园文化表现为 一定 的环境 因素, 它不仅 是学 员学习 生活
的空 间, 也是 各种教 育活 动能够 顺利 实施的 环境 平台, 包

课堂教学是 大学生接 受教 育的主 要形 式, 科学 合理 地安排
授课内容并 形 成教 学制 度 对于 教育 效 果具 有决 定 性作 用。
显然, 开设较多的人 文科 学方 面的课 程, 学生 将有 更多的

涵浓 厚人文气息的校园文 化将 对思 想政治 教育 产生促 进作
用, 人文教育通过校园 文化的平台与思想政 治教育相 融合。
/ 环境0 是一个非常宽泛 的概 念, 既 可以 表现 为物 质形 态,

机会接受人 文教育, 开 设较多 的思 想政治 教育 课对 于思想
政治教育有较大促进。另外, 也存在二者 相互促进的 现象,
如生动形象的人文教育 / 就比 一般 的德育 说教 更容 易唤起

又可以表现 为精 神形态, 是一个 由多 层次、多 因素构 成的
复杂 系统。沈 国权 将环 境分成 / 可感 性环境、 可适性 环境
和可 控性环境。
0 可感性环境主要是 指物质生态 环境, 可适

学员的愉悦 情绪, 能够 让学员 在潜 移默化 中构 建出 高尚的
[ 5]
理想情操 和 高远 的 人生 境界0 。
这 就要 求 在课 程 设置 时,
坚持人文课程与思想政治课并重, 并形成 稳定的教学 制度。
在人文教育 与思想政 治教 育融合 的过 程中, 可 以采 用新的

性环境是指社会人文 环境, 而可 控性 环境 / 就是 通常 所说
的思想政治教 育环境, 是指依据一定的目标 有计划地 选择、
加工、创 设 和 设置, 并 由教 育 者 加 以 调 控 的 良 好内 部 环
境。
0 [ 6] 思想政治 教育往 往只 涉及 可控性 环境, 它 主要 表现

实现形式。国防科 大人 文与社 会科 学学院 成立 党的 创新理
论 / 三进 入0 专 家 组, 探 索 在 文 科 教 学中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 三进入0 的形式和手段, 并逐渐形成制 度加以 坚持。显然

在教育主体通过 特定 活动对 教育 客体 产生的 影响。而 人文
教育则相对 要宽 泛得多, 它既可 以表 现为社 会风 俗、校园
传统, 也可以 在校 园建筑、 园区规 划、图书 馆建 设上 有所

/ 三进入0 教育模式就是人文教育与思 想政治教 育融合的较
好实现方式。
人文教育与思想政 治教育 的融 合是在 教育 内容 和教育
形式上的融 合, 不仅 表现 为学 校文科 教学 方面, 也 表现在

体现。人文教育与 思想政 治教 育的 融合在 校园 文化建 设上
找到了重合点, 良 好的校 园文 化将 为人文 教育 和思想 政治
教育 提供融合的平台。

学校文化活 动以及日 常管 理教育 上。在具 体进 行教 学活动
管理时, 所 采取的 组织 计划制 度、设备 使用 管理 制度、教
师任课制度等的顺利开 展将会 为良 好人文 教育 和思 想政治
教育的融合提供制度 保 证。如国 防科 大举 办的 / 英语 文化
月0 、/ 计算 机文化月0 、 / 研究生 学术活动 节0 等已 经形成
特定的举办模式和制度, 这些活动将会营 造良好教育 氛围、
学术氛围和 文化 氛围, 既 达到 了思想 教育 的效果, 也提高
了人文素 质。此 外 诸如 / 各 种第 二课 堂 活动0、 / 演 讲比
赛0 、/ 政治课教 员任学 员队 政治 辅导员0 等活 动也 都是人
文教育与思 想政治教 育相 融合的 制度 保证。制 度建 设贵在
坚持, 一旦形成就具 有较 长久 的生命 力, 就会 形成 特色的
文化氛围, 从而也 会带 动人文 教育 与思想 政治 教育 的融合
发展, 并且将教育活 动转 化为 教育环 境, 产生 事半 功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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