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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文化安全建构中的审美心理研究 
 

崔若健 

（聊城大学，山东省、聊城市，252000） 

 

摘要：积极实施高校文化安全战略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强基固本之举，根据当前高校文化安全被持

续侵化、污化、异化和僵化的现实情况，适时对文化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审美态度等方面进行分析

和研究，配合建立高校内部、社会等容纳性文化环境,进而打造高校文化安全的心理基础，形成高校文化安

全的审美心理定势，激发高校审美主体对于自身文化环境及安全的重新审视、反思和参与，最终达

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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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字号:楷体小五黑体)       文献标识码：(字号:楷体小五)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文化的全球化也日益凸显，文化安全及文化实力已成为

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源”和“软实力”。高校作为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的

战略要地，在立德树人、科教文化、以美育人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良好的高校文化

教育是保证文化安全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之举，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高品质“粘合剂”，

也是促进高校健康发展的催化剂，没有文化安全，国家在未来世界中必定会失去生命之源和

创新之力。 

高校文化安全的主要受众是大学生，他们作为高校文化的审美主体，其文化安全意识、

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审美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是选择兼收并蓄的方

法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优秀外来文化融合使用？还是对中国和西方文化不加选择、内外通

吃、来者不拒？这一选择的差异将决定中国文化根脉在多元文化的冲击面前能否岿然不动，

屹立不倒；能否保持旺盛生命力，持续创新发展；能否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顺利实现国家

文化自强。所以，必须从高校文化安全角度对高校审美主体进行审美文化教育，通过规范行

为，强化文化意识，巩固文化安全，并进一步培育统一意识、凝聚民族精神，开展审美心理

定势介入，稳步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和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使中华民族自立并强大于世界民

族之林。 

一、高校文化安全现状 

国家在发展，时代在变革，网络、媒体、手机信息已使得经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炮

舰政策、新干涉主义、经济殖民主义、种族、宗教、领土、国际犯罪、环境恶化、战争、和

平、自由、平等、合作、共赢……成为天天萦绕于耳、充斥眼前的高频词语和信息来源，其

代表的多元文化表现和意识形态杂乱无序、相互交织，触发了我国高校文化安全中的系列问

题，同时教学环境、教学氛围的欠缺和教育体制、教学模式的僵化也使得文化安全形式进一

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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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烈的经济意识对高校文化的侵化 

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的发展，使得高校大学生创业成为在校大学生的一种职业选择方式

和生活态度。强烈的经济意识致使一些学生置自身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于不顾，试图快速追

逐经济利益、处处显露急功近利的思想与言行，这对大学生的德育工作、教学实践、文化价

值观都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扭曲的功利主义价值追求使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

和读书实用主义逐渐兴盛。理想信念淡薄、责任担当、安全意识欠缺的一部分学生受此影响，

价值取向、政治信仰和道德修养开始出现偏差，功利化、世俗化、实用化倾向随之而来，风

清气正的高校文化被经济意识所严重侵化。 

（二）西方错误价值标准对高校文化的污化 

经济、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日益发展，致使西方个别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优势，

对其他国家输出其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企图将其塑造成为未来世界的

价值评判标准。我们知道，价值标准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互适应性存在的，社会发展

水平不同、国家文化底色不同、民族精神体现不同，所折射的价值标准认同也就不同。仅仅

凭借强权政治将自己所认为的“自由”、“平等”、“博爱”确定为代表全人类利益走向的

“普世价值”是行不通的。这种普世价值的灌输不加选择且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和欺骗性，

混淆了现实中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区别，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处于学习阶段的大

学生群体由于政治素养、辨识能力尚不健全，对外来文化所隐含的政治欺骗性还不能深刻洞

察，致使西方错误价值标准所承载的文化表现对当代高校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了极大

的绑架、侵蚀和污化，使大学生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情怀上首施两端、暗弱无断，文化认

同感、文化自信心显著减弱，逐渐消解。 

（三）网络文化对高校文化的异化 

网络的普及化应用为当代高校大学生在认知世界、知识共享、文化交流等方面打开了一

扇扇学习之窗，同时也为那些借助网络载体控制能力对中国进行文化入侵、思想渗透的不明

用心群体大开方便之门，形形色色隐含虚假性、欺骗性、诱惑性的文化信息也随之而来，对

学生的健康成长及校园文化安全产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及异化作用。首先，网络文化的虚

拟性、多元性和网络道德约束的不完善性冲击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标准，异化着大学

生尚未完备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其次，网络文化的欺骗性、诱惑性使得学生更倾向于用

西方的文化信仰和价值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无法自拔，人生理想、民族自

信荡然无存，色情、暴力、享乐主义充斥左右，不良思想、垃圾文化通过互联网像恶性传染

病毒一样四处传播，肆意侵害着学生的身心肌体，腐蚀着国家安全的文化基石；再次，网络

文化的大众参与性和信息共享性，混淆、误导了大学生的视听与认知。大学生群体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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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辨别能力差、个性突出的特点决定了在网络世界中，当所面对的信息存在两面性、复杂

性、冲突性和深刻性时往往删繁就简、逆向而为，并极易受外界环境与舆论所影响，导致视

听受到蒙蔽，价值观选择出现偏差的情况发生。 

（四）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对文化的僵化 

目前，高校中依然存在一些教育体制陈旧、教学模式单一、教学环境相对封闭、学术氛

围被利益驱动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相互脱节。在宏

观方面表现为，学校缺少独立精神和内趋动力，思想保守，教育缺少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

性；在微观方面表现为，学校教育与学生的身心发展严重不符，偏离了经济、社会、文化、

个人发展需求，为教学而教学，为读书而读书，缺少独立思考，学习积极性、创造性、目标

性受到抑制和消解，文化建设的主体性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从而对高校文化安全形成了严峻

的挑战。 

二、高校校园文化建构中审美心理介入的可行性 

审美教育是高校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途径之一，审美素质的高低综合反映着大学

生的文化修养境界和审美创造能力，也是高校办学水平、内涵建设的重要体现。对大学生的

审美心理进行全方位、多渠道深入分析和研究，可通过全面了解当代大学生审美心理的普遍

结构、审美态度和审美心理的定势需要来进行。 

（一）审美主体心理结构的可塑造性 

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是由个人气质、审美需要、审美感知、审美心理定势等复杂的心理

因素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是过往生活经验和审美艺术经验在人们心理上内化的结果。虽然

审美心理原始结构受先天遗传基因的影响较大，但是，因其所具有的可塑造性，致使后天生

存环境、行为习惯也对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高校校园文化安全

建构之所可行，也正在因为教育的功能性与学生对来自高校信息的个人需要，给了高校开展

审美教育、审美实践，打造审美心理定势，并依此达成审美育人、构建安全文化的条件空间。 

审美需要是正常人的生理需求，对艺术感知和情感体验具有指引和定向作用，也是个

人气质生成的重要因素，其需要强度、深度及广度决定了他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观念，并以审

美价值标准的形式渗透到主体的艺术感知和体验活动中，对艺术感知和情感体验起到指引和

定向作用，影响着审美主体对外界刺激信息的选择。我们将审美主体对外界刺激信息选择、

整合、理解并促成艺术感知和情感体验内化为某一特型或趋势的过程称之为审美心理定势的

形成过程。因为，审美心理是在具有一定先天生理条件下，通过对艺术审美能力的培养、艺

术审美教育的陶冶及不断的艺术审美实践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历久弥新、传

承至今，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哲学、科学、艺术、宗教等文化要素之间对人们的文化精神、意

http://www.studa.ne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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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价值观念所施加的影响、制约和规范，从审美的角度看，这种规范，建构了理想社

会、理想的人、理想文化的模型，确立了审美主体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使文化安全建构中

审美心理定势塑造与介入成为了可能。 

（二）审美态度的持久稳定性 

审美态度是存在于审美行为之中非实用性、非功利性的审美个性心理倾向,是审美主体

与审美对象在审美体验中能否建立关系的关键。是否具有审美态度关键看审美活动中审美主

体对审美对象是否以欣赏美为目标，是否对审美对象形成了持久的、稳定的心理反应倾向；

如果审美行为以功利性或实用性为出发点，不具有美的体验和感觉，仅利用概念或外力作用

对审美对象进行肯定或否定的分析、批判，则不具有审美态度。因此，高校文化的安全建构

应以非实用、无功利的审美活动对审美主体进行美的熏陶和浸润，这在高校这片净土中也具

有天然的环境和氛围，艺术鉴赏公开课、美术展、音乐会、传统优秀文化、美好的育人环境

均是其形成好的审美态度的关键和有效手段。 

（三）审美心理定势培养的必要性 

所谓审美心理定势，是审美主体在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态度下对审美对象形成的倾

向性心理准备，这种倾向性心理具有相对固定性和可引导介入性，一经形成便会在后继审美

活动中保持持续的惯性。高校文化安全建构中审美心理定势打造和介入是高校审美主体能否

接受美的问题，是否对我国民族文化精神、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具有认同感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审美活动的展开,是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共同作用

的结果，高校文化的安全建构离不开审美主体对国家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理

解、把握和接受。文化安全中，如果高校这块阵地失守，整个国家文化安全也将荡然无存。

所以，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以高校为主要阵地，以审美教育为突破

口，以高校群体对优秀民族文化的审美心理定势介入为重要手段打造一个对本国文化充满自

信心、自豪感的安全群体和安全体系则显得尤为重要。 

三、高校校园文化安全建构中的审美心理定势的介入 

高校校园文化安全建构中的审美心理定势介入应通过对高校审美主体进行审美心理产

生机制和表现特征的深入分析，建立审美心理定势形成的容纳性环境，并对审美心理进行定

势介入，以此引导和决定其思维、心理保持一种持续的安全审美的惯性并最终达到高校文化

的安全。 

（一）审美定势心理的形成基础 

审美心理定势作为一种特殊心理结构，是审美主体长期审美体验的整体化、图式化、规

范化感情积淀，是一种具有明显目的性、指向性、可塑性的预设心理，从深层影响着审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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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审美认知。正是基于这种目的性、指向性和可塑性,我们才要通过后天的审美介入来促

成审美心理的重构和文化的安全。那么如何通过后天介入来促成审美定势的形成呢？ 

1.通过高校教育优化审美主体的知识背景。物质决定意识，审美活动必须以审美者具备

的知识背景和知识结构为前提，通过高校教育的普适性和专业性，针对性的对审美主体的知

识背景进行优化，以此建立适合文化安全的容纳性环境形成，为审美者心理定势打下基础。 

2.通过审美实践丰富审美主体的审美经验。审美心理定势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将审美经

验以一种相对整体、规范的思维图式形式固定下来,并在后继审美实践中持续发挥作用。审

美主体的心理定势成型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审美经验循序渐进积淀、发酵，审美心理

由不确定性化为确定性，由感性化为理性的审美历程。 

3.通过高校与社会的互动，扩展、提升审美主体的文化接受空间和审美体验。高校与社

会是一种关联互动、相辅相成的关系，既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又不独立于社会，社会是

民族传统、阶级差异、时代风尚、地理环境、学术思潮、政治氛围等多种文化因素和审美体

验的重要来源,高校是社会文化审美体验提升、转化的合成器和推动力，高校与社会的互动

最终作为审美主体的背景条件和审美积淀奠定了审美心理定势形成的心理基础。 

（二）审美心理定势容纳性环境的建立 

容纳性环境指建立在审美主客体之间，以共情为基础，能够推进艺术审美心理进程的支

持性条件和容纳性空间。高校校园文化安全建构中，审美心理定势容纳性环境的建立需要高

校合理运用国家、地方相关安全政策和支持性条件，与国家、地方政府、社会机构、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和艺术工作者的紧密配合、共同努力、齐心维护。 

1.高校要创新管理模式，紧密结合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制定校园文化安全目标，建立校

园文化安全评价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和文化预警机制，积极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

吸引力；从资金上加大校园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大力推动与“以文化人”、“以美育人”

紧密相关的人文学科、专业、学术团体的进一步创新发展，以审美活动开展，带动文化发展，

增强文化的指引力、感染力、渗透力、传播力。从思想上增强校园文化安全意识，主动抵制

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和影响，确立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文化发展观、文化安全观,

将文化安全意识有效渗透到高校各层次人群中。从审美心理上引导高校群体的审美思想，指

导校园文化工作。从教学理念上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建立有效的

文化、艺术育人机制。从宣传交流上大力弘扬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校内文化展演和

对外文化交流，拓展文化的接触面和影响面
i
。 

第一，加强文化设施建设，营造良好文化环境，打造“窗明几净”、“ 书声琅琅”、

“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的环境氛围，促进文化健康、和谐地发展。第二，开展丰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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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健康有益的文化审美活动，营造良好文化软环境,大力开展、文化交流、艺术展演、高

雅艺术进等系列活动，促进审美认知和感情交流，让审美主体在审美实践中真正体会到文化

艺术带来的审美体验。第三，建设奋发向上的文化氛围和美学精神，以优秀传统文化、民族

精神、理想信念和道德追求的培育和熏陶在“科学”、“ 民主”、“ 自由”的高校氛围中

去锻造审美主体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第四，提升审美主体道德、意志力量，彰显审

美主体性作用，建构高尚的道德情怀和审美倾向，培育坚强的道德、意志品质，激发伟大创

造、奋斗、团结、梦想精神。 

2．国家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改革，正风肃纪，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义和文化自信观指导国家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公民，为高校文化安全构建创造和谐、稳定、包容的社会环境。政府及各类社会机

构要积极配合高校文化安全建构中审美心理定势形成中容纳性环境的建立，加强各类监管和

服务；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也是容纳性环境建立的关键因素，需要在特定的时机以特定的方式

为民众提供必要的心理方面资助和技术方面指导；艺术工作者则需要加强艺术实践和艺术管

理，创作大量的艺术文化产品，积极投入到艺术审美介入中去，利用优秀的文化产品活跃社

会，丰富社会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ii
。 

（三）审美心理定势介入方法 

高校文化安全建构中的审美心理定势介入是以高校文化安全为目标，以高校审美主体审

美心理为切入点，以审美主体审美心理定势培养为手段来进行的一种针对性干预，目的是

要激发高校审美主体对于自身文化环境及安全的重新审视、反思和参与，以此来提升

民众整体素质，维护乃至国家文化安全。 

1.打造心理基础，形成审美期待。审美期待是审美主体根据既往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对

审美对象形象、过程、结果预先的估盼和猜想。作为一种心理准备，审美心理定势在审美期

待中具有决定其审美走向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审美心理定势的存在，审美主体才能按照审

美经验和审美规范主动地获得审美体验，而不是对审美对象机械、被动地接受和反映。 

2.建立审美直觉与审美心理定势的直接联系，达成审美默契。审美默契是审美主体对审

美对象艺术要素、表现风格、创作理念、审美价值等自身特点和局限的暗自认同和心照不宣；

没有审美默契，审美接受中的价值认定、情感交流、和审美创造就无从谈起，审美默契的达

成预示着审美体验的顺利开展。在审美体验中有一种未经过深思熟虑、分析推理而直接迸发

的直观判断，我们称之为审美直觉；审美直觉不是神助，而是顿悟，是基于审美体验、知识

储备由量变到质变，审美认知由模糊、无组织状态到有意义、有结构、有组织状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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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过程。审美直觉在审美体验中虽然往往直奔主题，但却内隐着更深厚的理性推理和演练，

这正是审美心理定势内化的惯性力量，审美直觉与审美心理定势的接轨也预示着审美心理定

势介入或者说审美心理干预的成功。 

审美心理定势作为一种心理倾向和思维格局，在审美体验及定势介入过程中也存在一些

自身难以避免的审美排斥、僵化、偏见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在持续深化对审美主体心理结

构、审美态度认知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审美主体心理定势介入的容纳性环境，加强主体多元

审美体验，完善和优化审美主体心理定势，使主体的审美心理定势和高校审美文化朝着健康、

积极、良性的方向发展。 

文化承载精神，精神体现文化。文化安全的核心是建立在对国家文化最基本价值的认同

基础上的，是凝聚这个国家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和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
iii
；没有高校文化认同

就没有高校文化安全，没有国家文化认同就没有国家文化安全，高校文化建构中，安全是目

的，文化是关键，美育是措施，定势介入是方法。通过对高校群体开展审美心理研究和审美

心理定势的打造及介入，将进一步加强高校文化安全建设，让审美主体深刻认识到中国悠久

的历史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国家认

同感，为高校及国家文化安全铸起新的钢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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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secur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strong basis for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unity.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tinuous 

invasion, pollution, alienation and rigidity of cultural secur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aesthetic attitude of cultural aesthetic subjects are analyzed and studied in a 

timely manner,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n 

order to build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cultural secur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cultural security of the university will be formed, and the aes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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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setting of the University's cultural security is formed, and the aesthetic subject of the 

university will reconsider, reflect and participate in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of the University,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afeguard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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