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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论文化自信与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联系 

 

唐雅伦  姚利民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指导理念，大学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而大学的精神文化是

一所大学成长和发展的精神血液。新时代文化自信与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存在相互促进、辩证发展的关系：

坚定文化自信是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时代诉求；大学精神文化建设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坚定文化

自信可以促进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为其指明发展方向，还能强化大学精神文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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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于文化自信的大量论述，其内涵丰富且立意深远，

从一种文化态度凝练成一个文化理念。党的十九大强调提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

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可见，新时代赋予“文化自信”更为深厚

的内涵，它由文化理念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大学与文化相辅相成，

大学肩负着“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
[2]
。大学文化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肩负着传

承和创新文化的崇高使命，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是时代的重要诉求。处于大学校园文化最高层

次的大学精神文化，是指经过大学的不断思索与实践积淀凝结而成的对大学人有重要影响且

被大学人所认可的代表学校个性的意识形态观念、价值取向、校风、学风和道德情操
[3]
。它

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灵魂，起着主导和支配校园其他文化的巨大作用，并影响着大学和大学人

的成长与发展。加强新时代的大学精神文化建设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极其重要

的环节。因此，探讨文化自信与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探索文化自信视域下大

学精神文化建设的路径。 

一、时代诉求：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应坚定文化自信 

（一）文化自信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动力基石 

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在 20世纪 90年代提出，“软实力”是指对一国综合实

力发挥着巨大作用且又不同于经济、科技和军事的一种无形的力量，主要包括制度吸引力、

文化吸引力以及在国际上掌握足够话语权的能力
[4]
。党的十七大将“文化软实力”写入党章，

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5]
”而“文化软实力”作为文化强

国的关键衡量标准，其发展与提升在新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大学在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的实现过程中更应首当其冲。大学的文化软实力作为引领大学发展的核心力量，其依托的重

要载体就是大学的精神文化；大学精神文化是维系大学发展的精神力量，承载着一所大学的

历史，展示着大学的现在，并预测着大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在一定层面上就象征着大学的文



                                     http://www.sinoss.net 

 - 2 - 

化软实力。大学文化软实力和精神文化间存在内在一致性，不论是大学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还

是大学的精神文化建设都旨在推动大学的内涵式发展，促进大学功能的实现，为增强国家的

核心竞争力服务。因此，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必然要求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坚定文化自信，

既要提高中国大学师生的凝聚力，更要带动中华儿女增强向心力，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助力。 

（二）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必要前提 

“双一流”建设是当今大学建设的重要课题，办出一流的学科，汇聚一流的学者，培养

一流的学生都是这个课题下的重要目标。不可否认，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

牢牢掌握着世界一流大学评价的话语权。我国的大学都被迫框定在这样的评价标准下去发展

自身却不自知，这种情况下的发展美其名曰为“学习”与“借鉴”，实则无可避免地出现了

某种程度上的“模仿”和“移植”，难以实现创新和超越。从文化的角度看，当今世界的知

识体系仍然处于“西强我弱”的态势，“文化霸权”现象比比皆是。试问如果我国的大学都

不能孕育出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何以引领整个社会重建文化自信，又如何增强国家文化软

实力去应对西方的文化入侵。可见，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根基必须是中华文化，大

学的建设只有扎根于中国大地，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才能办出有“中国风韵”发展模

式、塑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先进文化，也才能真正建设好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国务院 2015 年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总体方案》中也特别强调一流大学文化对于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作用
[6]
，厘清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文化才是大学建设的题中之义，大学所构建的精神文化理应与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目标相一致，保持文化自觉并坚定文化自信才是我国大学发展、成长和竞争之路的

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 

（三）文化自信是新时代爱国青年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明确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

化强民族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7]
”在某种程度上，青年和文化的价

值意义存在相似之处。国家的发展需要文化兴，文化兴则要求青年强。当今，国家的年轻知

识分子群体主要来自大学，他们接受大学的高等教育，感受大学文化的熏陶，进而步入社会

岗位为祖国建设出力。因此，大学培养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大学生预示着国

家的光明未来，亦象征着民族的希望，而这“三有”在一定程度上又取决其文化素养。新时

代文化强国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高素质文化人才的力量，新时代的大学生成长成才需

要文化自信教育，大学教职工进行大学文化建设也需要坚定文化自信。只有实现文化育人、

增强文化自信、唤醒大学文化意识、全体大学人戮力同心缔造更有文化精神的现代大学，才

能为培育有明确理想信念、有过硬专业本领、有敢于担当精神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提

供沃土。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培育

的重要部分，要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增强文化自信，培育民族认同和时代需要的人才。 

二、重要载体：坚定文化自信需着力大学精神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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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自产生以来就被普遍认为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标志，随着时间的洪流也逐渐迈

向社会的中心。大学一直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成长壮大，而大学与文化也始终形影不离

——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大学文化，文化的进步同样需要大学。而整个社会进行文化建设和培

育民族文化自信，也离不开大学这一重要机构。大学在实现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

这三项基本功能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坚定文化自信是大学文化传

承创新的重要使命，而大学精神文化建设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一）大学精神文化以其极具渗透性的教育和熏陶功能影响大学人的观念、思想 

大学作为名师学者荟萃、培养社会接班人的场所，将文化自信思想融入大学的校园精神

文化建设当中，通过带动校园其他文化的发展，能从方方面面影响到师生。大学的精神文化

更像是学校里的隐形课程，它通过广泛且隐蔽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大学人特别是大学生。大

学里每一栋高雅建筑、每一寸绿化的土地、每一个文化设施、强大的师资队伍都是培育精神

文化的摇篮，大学的制度、组织活动也无不承载精神文化。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始终

会贯彻着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校园精神文化，大学人会在这种影响之下约束自我，养成优良素

养。因此，将文化自信思想融入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中，通过校风、教风、学风、环境氛围和

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影响到大学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品德。既能显著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

果，将社会主义价值观内化于心；又能润物无声地培养大学人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认同，有

效提升他们的中华文化自信。 

（二）大学精神文化通过影响大学人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实践导引社会文化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需要大学，文化的传承创新更离不开大学，历史使命和现实要求都使

得大学必然承载起引领社会文化的职责。大学文化发展虽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但也发挥着

推动政治文明进程、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大学的精神文化因此被赋予引领社会主流价

值观的艰巨责任。大学教师是社会上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同

时也是大学科学研究的带头人和主心骨。青年大学生是社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他们精力旺

盛且思维活跃，还能快速且精准地捕捉时代的潮流。大学人的主流思想往往能够迅速传播并

普及全社会，他们可以通过正确的思想、优秀学术作品、创新科研成果等影响社会上的组织

和人群，大学人所展现的高层次文化素养行为也会为社会其他群体所学习和效仿。因此，文

化自信借助大学精神文化这一平台推动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同时，还能通过大学师生的躬

身践行去引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广大的校园师生做到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和践行文化

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能带动整个社会坚定文化自信，培育民族精神文化。这既是大学对于自

身历史使命应有的担当，也是新时代文化自信与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结合的契机。 

三、价值意义：高度的文化自信助推大学精神文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

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

著名学府”，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8]
。这个“第一”蕴含着丰富内涵：中国的大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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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中国特色，而只有扎根中国大地才能办出中国特色，这无不强调坚定文化自信这一重要

前提。大学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引领大学精

神文化建设，对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文化自信是促进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支柱 

个人的文化自信是其成长的“源动力”，民族的文化自信是其凝聚力量的“向心力”，

国家的文化自信是其持续向好发展的“稳定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纳入党章，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命题更是被赋予新的意义，也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背后的强大支撑。那么文化自信对于中国大学有何意义？

作为大学校园文化核心的大学精神文化，既是形成校园其他文化的基础，也是大学各个方面

发展的支撑，又该如何开展文化建设以完成大学的文化使命？关键还是应该基于和坚定文化

自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上下五千年文明浓缩而成的精华，经由历史重重考验淬炼

出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脉；红色革命文化是革命年代无数仁人志士的精神结晶，

经受艰难险阻千锤百炼而成热血革命精神是文化自信的基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优秀共产

党员和无数中华儿女在反复实践中凝聚出的体现时代特征、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力量，是文

化自信的动力。因此，大学作为传承传统文化、创造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实践者，悠

久、深厚又与时俱进的中国文化为我国大学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与恒久的支柱，唯有坚

定文化自信才可为大学的进步、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提供“加速度”。 

（二）文化自信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几年里，文化建设面临了众多机遇，也出现很多新的状

况。在大学校园里亦是如此，各种令人担忧的风气呼啸而来。比如，大学校园里一定程度上

充斥着迷茫和堕落的现象，市场经济功利性驱动导致大学功利主义过热、学术氛围日益浮躁、

学术道德缺失、大学理念偏颇、大学精神衰微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当下大学面临的“价

值乱向”，给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也造成了严峻的挑战。深入分析新时代文化自信这一指导思

想，其为当前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指明了“传承、开放与超越”三个思路。首先是传承。始

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用好用足宝贵传统文化和热血革命文化的丰富资源，为

大学精神文化塑魂。理性地辨识优秀的文化成果，力求找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切入点和融

通点，创造性融进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之中，使其发扬光大。其次是开放。以文化自信为基本

立足点，开放而审慎地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为大学精神文化注入活力。一方面，坚守中华文

化的立场，不被西方文化同化。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做到知己知彼，理性鉴别吸收外来优质

文化元素，果断摒弃外来文化之糟粕，减少西方意识形态对大学人观念的浸染。另一方面，

保持求同存异的态度，开放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结合时代要求博采众长，同时转化再造充盈

自我，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提供广阔的视野。再者是超越。为拓宽文化自信的格局，以不断

超越的信念去创新发展大学的精神文化，传承、创新民族文化。既要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方向，又要看清世界文化发展大势。既要不断把握好大学人对校园文化的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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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以创新促进大学精神文化可持续发展，又要发挥大学精神文化的纽带作用，牵引大学制

度、学术科研、行为实践等大学的各个方面共同进步。 

（三）文化自信对于强化大学精神文化功能的关键作用 

1.有利于夯实大学主流文化价值导向 

当前，很多大学在追求物质变革的过程中，出现自身文化与社会主流思想脱轨、大学价

值体系出现崩塌、大学生思想文化迷茫、理想信念淡化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突显了加强大

学精神文化建设、强化精神文化导向与育人功能的紧迫性。我国大学理应重视文化自信对于

大学精神文化功能的强化作用，在学校办学与发展各环节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

想，在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各方面深度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校园内社会主义主

流舆论的引导力，建设好充满正能量的大学校园；在与外来文化博弈中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

育，培育大学生的正确三观。同时，文化自信有利于启发大学注重文化安全，减轻西方国家

思想文化方面的渗透，为形成大学人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清除障碍，从而巩固校园主流思想。

此外，大学的精神文化在建设过程中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利用丰富的革命文化资源，可以

强化精神文化育人功能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

民族自豪感，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大学精神文化只有做到对传统文化精髓的萃取与弘扬，对

革命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宣传，以及与时俱进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社会先进文化，才能帮

助大学生把握住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从而有效塑造其正确的三观，培育出坚定远大理想信

念且拥有高度社会责任意识的新时代青年大学生。 

2.有利于培育现代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文化的内核当属大学精神，一所没有精神的大学只是一具没有灵魂且得不到发

展的空壳。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对内有各种文化之间相互碰撞融合，对外与社会良性互

动，跟随时代发展积淀而成的一种管理约束大学人行为并指导大学实践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力

量便是大学精神。大学精神反映了大学人的共同价值观念，展现出的是大学的独特精神面貌。

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失根、弱化与缺失是大学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比如，科学精神逐渐遮

蔽人文精神，迎合世俗的价值取向不断替代着大学的批判精神，而市场功利主义取向也正在

消解大学理想主义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当大学精神的发展处于如此模糊状态之时，大学精神文化

建设必定要重视和坚定文化自信。在时间的维度上，重塑历史上的中国大学精神，孕育符合

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大学精神。挖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爱国精神、奋发精神、和

谐精神、包容精神、天人合一精神等深厚财富，促进大学对文脉的传承，唤醒大学人重塑大

学精神的文化主体意识，从而肯定大学精神在学校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提炼红色革命文化中

实事求是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坚定信念精神、英勇无畏精神，将其融入校园的多样文化与

实践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大学人对革命文化思想的认同，为培育大学精神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树立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石，有

效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内容，积极运用先进文化的力量整合文化资源，并创新



                                     http://www.sinoss.net 

 - 6 - 

文化建设思维，进而强化中国当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使命感，为现代大学精神的培育拓宽发展

空间、激活前进的动力。 

总之，文化自信与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相互促进，具有内在紧密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曾提

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这寓意深远的十二字方针，代表着中国

文化屹立于世的必然坚守。对新时代的大学而言，大学精神文化建设面对当前的问题更要认

清历史、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基于文化自信，从多个方面探索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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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spiritual 

culture  

TANG Ya-lun    YAO Li-m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Hunan, 410082)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Cultural confidence i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university is an important positio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university's spiritual culture is the spiritual 

blood of a university'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spiritual culture is mutual promotion and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Determined 

Cultural confidence is the demand of the tim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spiritual culture，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ural confidence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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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spiritual culture, but also point out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it.                          

Keywords: Confid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spiritual cultur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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