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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文化素質教育探索歷程

胡顯章 *

清華大學

「文化素質教育」在有的場合也叫「通識教育」，從教育學角度

說，並不是一個新的領域或新的提法，有關實踐已進行相當長的時期

了。比如，清華大學的老校長梅貽琦在1941年〈大學一解〉的文章中，

就有「通識為本，專識為末」的提法，並指出「社會所需要者，通才

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

而為擾民」。1 在新中國，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勞動

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針，也是內涵了文化素質教育的要求。但是，教

育部明確提出在高校加強與系統開展文化素質教育則是近十年的事。

1995年秋，教育部在華中科技大學（當年是華中理工大學）召開

了第一次高校文化素質教育試點工作研討會，當時教育部主管高教工作

的周遠清教授在會上指出，在高校加強文化素質教育是對面向二十一世

紀教育教學改革的重要思考。它切中當時重理輕文、重物質輕精神的時

弊，是世界高校探索的熱點，是在新形勢下落實國家教育方針的舉措，

*	 清華大學教授，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顧問，清華大學國家大學生文

化素質教育基地主任。

1	 梅貽琦：〈大學一解〉，收入劉述禮、黃延復編，《梅貽琦教育論著選》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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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思想、教育觀念和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重要探索。周遠清還明

確，「素質」可以包括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業務素質和身體心理

素質。而文化素質教育的內容，主要是人文教育和藝術教育，對文科學

生還要加強自然科學教育。周遠清教授的這些觀點受到普遍的認同。

正是由於切中時弊和順應了時代的發展需求，參加試點的五十餘

所院校對探索文化素質教育表現了很高的熱情，並積累了有益的經

驗。可以說，這次會議使得原先分散在各個學校的、缺乏明確目標與

系統性的努力開始匯為蔚然可觀的潮流。在部分高校試點的基礎上，

1998年教育部下發了《關於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

以推廣試點院校的經驗，並要求「充分認識加強文化素質教育的重要

性和緊迫性」，強調「加強文化素質教育，是一種新的教育思想和教

育觀念的體現，不是一種教育模式或分類」。「各高校要確立知識、能

力、素質協調發展」，「必須將文化素質教育貫穿大學教育的全過程」，

「採取多種途徑與方式，加強文化素質教育」，要「建設一支適應加

強文化素質教育需要的師資隊伍」，應採取各種形式，提高現有教師

的學術水平與文化修養等。緊接著教育部在1998年，成立了高等學校

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1999年1月批准建立了包括53所院校在內

的3�個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使得高校文化素質教育，從試

點走向全面推廣和制度化、規範化。199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

開了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做出了《關於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

進素質教育的決定》。這使得文化素質教育進一步明確了方向，各高

校以《決定》精神為指導，以文化素質教育為切入點和突破口，進入

了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新階段。

在高校系統試點文化素質教育之初，有兩個重要的提法：一個是

將文化素質教育作為高校人才培養工作改革不斷深化的切入點和進行

全面素質教育的切入點；另一個是要將文化素質教育放在高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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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性位置上來落實。這兩個提法在一場深入廣泛的教育思想大討論

中得到了昇華、傳播，並在相當大的廣度上形成了共識。

目前，在中國內地高校的文化素質教育開拓了多種途徑，包括開

設文化素質教育課程、舉辦講座、鼓勵和指導閱讀中外文化與文學

名著、開展多樣化的校園文化藝術活動、走出校門進行相關社會實踐

等，同時，要求在專業教學中促進科學與人文的融合。

一、開設文化素質教育課程

文化素質教育課程是實施文化素質教育的主渠道。

許多院校在給學生以較大的選擇空間，明顯壓縮必修專業課程學分的

情況下，規定了較多的應修文化素質教育課的學分數。茲舉幾個有代表性

的例子：

（一）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開設六十餘門人文社會科學選修

課程，並正式列入教學計劃。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學校文科的恢復發

展，所開設的課程不斷增多，一度形成了「歷史與文化」、「文學與

藝術」、「經濟與管理」、「人生與道德」等四個限制性選修課組，

要求學生在每個課組中至少選修1門課程。在二十一世紀初，學校組團

對美國一流大學進行了考察，並研究了國際一流大學的辦學理念和課

程設置，在全校開展了教育大討論。結果形成了「在通識教育基礎上

的寬口徑專業教育」的培養模式，在壓縮專業課程比例的情況下，文

化素質教育課程的學分由5學分增至13學分。由文化素質教育課、政治

理論課、體育課、外語課加在一起構成的通識教育課，至少佔總學分

的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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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學校重視文化素質教育課程體系建設，針對不同科類的學

生，在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課程的設置和學分比例上提出不同的

要求。理工學生要求多修人文社科課程，文科學生要求多修自然科學

課程。如將理工學生的數學、物理、化學、計算機技術與文化等公共

基礎課程計算在內，則通識課程至少佔總學分的二分之一；對某些文

科專業，如新聞傳播專業，不僅要求有寬廣的人文社會科學基礎，而

且要求有必須的自然科學基礎，其通識課程的比例也超過總課程學

分的二分之一。目前，文化素質教育課程體系由八大課組組成，包括

「歷史與文化」、「語言與文字」、「哲學與人生」、「科技與社

會」、「法學、經濟與管理」、「當代中國與世界」、「藝術教育」

和「科學與技術」。在現行體制中，由於文化素質教育課程在多數師

生意識中尚未真正置於基礎性地位，這些課存在缺乏嚴格的教學大綱

和考核要求的情況，相當一部分學生將其當作攢學分的「衛生營養

課」，使課程的效果與建設文化素質教育課程體系的初衷相差尚遠。

為了改變這一狀態，清華大學正在集中力量重點建設一批人文社科課

程，將有限的學分相對集中在一批核心課程（Common	 Core	 Course）

上面，並要求教授名師上講台，按照精品課程的要求進行課程建設，

保證這些課程的質量和對學生的吸引力，提高課程效益。為此，首先

進一步理清文化素質教育課程的綱目，做好以綱帶目，使這些課程更

加堅實和有效地處於基礎課程的地位，為其他文化素質教育課程起到

示範作用。核心課程分五個課組，下設�0門課程，要求學生至少選修

其中4 門課程，達至8學分，五個課組的詳情如下：

1.	 哲學課組：儒家經典導讀、西方文化名著導讀、當代道德問題探

討、西方哲學精神探源；

�.	 歷史課組：西方文明史、中國史專題、世界史專題、東亞文化交

流史、科學技術史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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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學課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與賞析、中國古典詩歌研究與賞

析、西方文學思潮、中國現當代文學名著導讀；

4.	 當代中國課組：中國當代國情研究、世界政治與中國、中國社

會、當代大學生心理健康；

5.	 藝術課組：藝術史導論、中國工藝美術史、外國工藝美術史。

（二）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稱文化素質教育課程為「通選課程」，明確設置通選課

的目的，是引導學生廣泛涉獵不同學科領域，拓寬知識面，學習不同

學科的思想和方法，進一步打通專業，拓寬基礎，強化素質，為適應

二十一世紀對高素質人才的需要打下基礎。通選課的特點是只對學生

提出在若干最基本的學科領域的學分要求，至於選什麼課，由學生根

據興趣自主決定，從而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獨立鑽研，全面發展。對

通選課有如下規定：

1.	 通選課劃分為五個基本領域，分別為「數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

學」、「哲學與心理學」、「歷史學」、「語言學、文學與藝術」。

�.	 通選課是對現行課程體系的重要補充和完善。學校將根據通選課

的教學工作量計算編制。通選課由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學骨幹

承擔。課程內容重在啟發思想、傳授方法，而非講授知識細節。

貫徹「少而精」的教學原則，1門課一般為每週�學時，在一學期

內完成。

通選課採取逐步建設和不斷更新的方法。目前，一是從原有的全

校公共選修課中精選符合要求的課程；二是各院系按照通選課要求申

報新課，學校在各院系申報的基礎上組織專家評審篩選。學校對部分

課程採取招標的辦法進行建設。計劃課程規模為150至�00門，並每

年更新其中的10－15%。各院系的專業基礎課原則上都應對其他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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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當前，在通選課資源還不十分豐富的情況下，學生跨院系選修

這類課程可以視為通選課，計入通選課學分。修讀規定方面，要求每

個本科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16學分的通選課。在每個領域至少選修

�學分，在「語言學、文學與藝術」領域選修至少4學分，其中須有1門

藝術課程。獲得人文社會科學類學位的學生在「數學與自然科學」領

域則須至少選修4學分。

（三）華中科技大學

華中科技大學最初主要依靠生動活潑的課外文化活動開展文化素質

教育。後來認識到課堂是學生學習的主渠道，要使文化素質教育深入開

展下去，必須將其納入教學計劃，進入課堂，因應採取了以下舉措：

1.		 學校《關於公共選修課的規定》明確開設文學、歷史、哲學、法

學、宗教、美術、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

藝術以及技術與人類行為、科學史、專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等方面

的人文社會科學課程，現在主校區每學期已開出該類課程達九十

餘門。同時，開設自然科學類課程三十餘門供學生選修。

�.		 規定本科生必須修滿6個學分的文化素質教育課程。�00�年開始，

要求理工科學生和經濟學院、管理學院的學生選修10個學分的人

文社會科學課程，文科專業必須選修6個學分的自然科學課程。

3.		 在學校各類學生（包括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中實行中國語

文水平達標測試，未達標者，不頒發學位證書。規定每年6月的第

二個星期六上午，為舉行年度中國語文水平達標測試時間。

（四）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擬訂的人文素質教育課程體系，主要有七類課程構成，即寫

作、世界科技文化史、生命科學、哲學、世界文明史、環境保護與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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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現代世界政治與經濟。南開大學設置這七類課程的指導思想與

要求是：

1.	 「寫作」作為人文素質教育課程，其內容和目的不局限在教導學

生如何寫作學術論文和應用文，而是通過寫作的訓練來提高學生

的交往能力。寫作能力的下降是當前大學生的一個普遍現象，是

多年應試教育的結果，其深層原因則是交往和溝通能力的下降。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面對世界經濟一體化和網路時代的到來，

人們生活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之中，如何在保持個性的同時又能理

解包容他人，成為現代人所應具有的基本生活技能。寫作訓練是

鍛煉學生這一能力的最好途徑之一。寫作是以文字的形式與他人

和社會進行交流和對話，它體現了一個人的邏輯思維和文化修

養，體現了一個人對所關心問題的思維深度和對讀者的了解。

�.	 「世界科技文化史」作為人文素質教育課程，其內容不僅介紹自

然科學技術的發展歷史，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各門科學技術發生

和發展的歷史的介紹，使學生認識科學的起源和本質、科學與非

科學的界限、科學發現和發展的規律，以及科學與社會的關係等

等，使學生明瞭科學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課程講授的重點應

在於介紹科學是什麼，科學發現如何產生，科學與偽科學的界

限，科學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而不是羅列科學技術發

展的史實。

3.	 「生命科學」課程重點講解生命的起源與演化，現代生命科學的社

會意義，以及所產生的法律、倫理、哲學的思考。通過對生命科學

的介紹，使學生認識到生命存在的自然價值和社會價值，促使學生

更好地認識生命的尊嚴和意義，認識到生命倫理的價值所在。生命

科學在二十一世紀必將獲得飛速的發展，它將對社會文化產生重大

影響，導致人類對自身認識的飛躍。因而必須時刻關注、了解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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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發展以及所產生的社會變化，使學生能夠追蹤現代生命科學

發展的新動態，共同探索生命科學所引發的各種問題。

4.	 「哲學」課程主要介紹人類對宗教、倫理、美學、人生哲學等哲

學領域的思考，目的在於啟發學生的自我認識，提高學生的是

非判斷能力。「哲學」課程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簡單介

紹，而是對哲學各個具體學科的起源的認識，目的在於向學生展

示哲學家們是如何思考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審美人生等問題。

5.	 「世界文明史」課程主要講授人類歷史所出現的各大文明的起

源、發展、相互鬥爭和融合的歷程，目的在於向學生介紹人類文

明（包括中國文明）的起源、發展的歷史，通過歷史的敘述，使

學生認識到現代文明發展演化的趨勢。

6.	 「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課程探討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

是人類如何走向未來的問題。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觀念應是每

一個即將走向社會的青年學生所應具有的意識。每一個高等院校

培養出去的人才在其工作崗位上，都應擔負起環境保護的責任，

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盡自己的一份力量。要引導學生確立以人為

本、促進人與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

�.	 「現代世界政治與經濟」主要介紹現代世界政治格局與世界經濟

發展的趨勢。現代國際社會所處的時代乃是一個經濟逐漸一體化

而政治多極化的時代，是不同文明之間處於不斷的碰撞、衝突、

融合的時代。每個人生活的社會中都體現著這種矛盾衝突的現

象，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改革和發展也都是在與世界文明

的衝突和融合中不斷前進的。所以，高等院校必須要教育學生認

識和把握時代的特性，使其進入社會後更好地發揮作用。

上述七類課程有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認識（如「世界文明史」），

有對現代社會的認識（如「現代世界政治與經濟」）；有對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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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如「生命科學概論」），也有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認知

（如「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有對人內在精神的思考（如「哲

學」），也有對人生外在表述的把握（如「寫作」）。通過對這些課

程的學習和討論，相信會對學生們的批判能力、交往能力和創新能力

的提高有極大的好處。

南開大學考慮到建設文化素質課程體系的根本目的是培養學生的

創新、交往和批判能力，提高全面素質，而且以上設置只是人文素質

教育課程體系，或者說是學校級公選基礎課程和骨幹課程，不過於追

求課程的數量和課時。其他與文化素質教育相關的課程可以圍繞骨幹

課程展開，或者可以安排在院級公選課中。

（五）武漢大學

�003年，武漢大學在確認「加強基礎、淡化專業、拓寬口徑，通

專並重」指導思想的基礎上，將原培養方案中「公共基礎課」統一改

為「通識教育課」，課程結構分為通識教育課、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

三大類，通識教育課程佔到課內總學時的40－45%。

通識教育課分為必修課與選修課。必修課主要為政治理論課、外

語、計算機、體育等課程，選修課分為指導選修課和任意選修課。指

導選修課分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數學與自然科學、中華文明與外

國文化、跨學科領域五大類，每一類中設置一定數量的課程（不少於

10門），要求學生在其中選修；任意選修課指未列入通識教育必修課

和指導選修課的其他通識教育課程。

新培養方案對通識教育課的選修提出了明確要求。在五大類通識

教育指導選修課中，學生在每個領域至少選修�個學分，總共最低修滿

1�個學分。獲人文社會科學類學位的學生，在數學與自然科學領域至

少修滿4個學分；獲自然科學類學位的學生，在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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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至少修滿4個學分。學生選修與本專業重複或相近的課程所獲學分，

不計入通識教育學分。跨領域選修課程所獲學分，則均予以承認。另

外，對通識教育任意選修課，要求學生至少選修4個學分或從五大類通

識教育指導選修課中另選4個學分。

在多次召開專家論證會的基礎上，學校統一規劃了51門通識教

育指導選修課。學校下發了《武漢大學通識教育指導選修課程實施意

見》，明確提出了通識教育指導選修課程建設的指導思想、課程規

劃、教學要求和遴選標準等。同時，在教師自願申報、院系推薦的基

礎上，學校採取公開競標、學生評價的方式面向全校擇優選聘主講教

師，經過多輪評審，最後確定了56位教師開設通識教育指導選修課。

為了支持通識教育指導選修課程建設，學校採取立項管理的辦法，

向每門課程投入建設經費五萬元，希望通過五年左右的建設，努力在全

國建成一批有廣泛影響力的通識教育課程，出版一批高質量的通識教育

課程教材，培養一批優秀通識教育授課名師，以不斷提高課程質量。

（六）通識教育課程改革的新嘗試

這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從通識教育角度看，一些院校就培養模

式進行了新的改革嘗試。有以下幾種方式：

1.　武漢大學、清華大學文科實驗班模式

針對高校傳統的文科教育中，由於沿襲前蘇聯的人才培養模式，

學生在本科階段就開始「深井式」學習，知識面比較窄，加上在經濟

浪潮的衝擊下，文史哲等基礎學科生源匱乏等時弊，1993年，武漢

大學開始探索文科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創辦了人文科學人才培養實驗

班，探索培養「通才」型基礎文科人才的道路。

在人才培養模式上，該班實行兩通教育。一是打通本科與碩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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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階段的教育，前兩年學好文史哲的共同基礎，中間兩年學習專業

方向的課程，後兩年進入研究生階段的學習。二是打通文史哲三科基

礎，重新設計課程體系，調整專業培養目標和培養方式，實行「厚基

礎、寬口徑」教學。

武漢大學明確指出，人文實驗班的主要目標是培養高層次理論型人

才，為培養大師級人物打下基礎，探索一條大學人文學科教育的新路。

清華大學也進行了類似的試驗。先是由中文系和外語系合作舉辦

「中外文化綜合班」。綜合班突出中西會通、多學科交叉的特點，

「致力於培養對本國文化和文學傳統有比較深刻的理解，具有開闊的

國際文化視野，能夠掌握一種以上外國語言，能夠從事跨文化研究、

翻譯、國際交流、新聞出版等領域工作的複合型人才」。該綜合班實

行本科與研究生分階段統籌培養計劃，以六年左右完成本科和碩士課

程。本科一至三年學習共同基礎課程，第四年分流培養，部分優秀學

生可以免試進入研究生培養。

在上述綜合班的基礎上，清華大學又進行了「文科實驗班」的探

索。文科實驗班旨在培養具有比較寬厚的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知識、扎實

的理論與方法基礎和較高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的高素質創新型人才，在

培養過程中「注重經典研讀，關注學術前沿和社會現實，注意學科的交

叉和學生的主動性，強調人文精神傳遞和科學精神養成」。實驗班本科

學制四年，一、二年級基本上實行不分專業的通識教育，三、四年級實

行寬口徑的專業教育。按照學分制，實行彈性學習年限。學校希望在試

行的基礎上，為以後大學文科的共同通識教育搭建基礎平台。

2.　北京大學元培班模式

元培計劃是北京大學於�001年啟動的以老校長蔡元培的名字命名

的本科教育和教學改革計劃。該計劃體現「學生為本、道德為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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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為重」的教育理念，按照新的辦學模式和培養方案，造就基礎好、

能力強、素質高的一流本科生，為他們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秀人

才奠定堅實的基礎。 

北大於�001年開辦了元培實驗班，進行試點，迄今五年。實驗

班努力貫徹「加強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的辦學方

針，充分利用北京大學學科齊全的優勢和良好的教學資源，實踐本科

階段低年級通識和基礎教育、高年級寬口徑專業教育相結合的培養模

式，突出基礎、能力、素質三要素的全面發展，為研究生教育輸送高

素質、創新型生源，同時也為社會提供適應能力強的本科畢業生。

元培實驗班實行學分制和更為靈活的彈性學制。其基礎是在元培

計劃特有的各個專業教學計劃框架內由導師指導學生進行自由選課。

學生完成公共基礎課、通選課及相關專業課的學習，修滿規定的學分

後，即可畢業並獲得所學專業的學士學位證書。其學習年限可在三至

六年內靈活掌握。

元培實驗班的學生低年級通識和基礎教育內容主要為：

(1) 全校公共課（英語、政治、體育、計算機）；

(�) 通選課（數學與自然科學類、社會科學類、哲學與心理學類、歷

史學類、語言學、文學與藝術類共五個領域）；

(3) 公共基礎課（理科：高等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文科：

高等數學、人文及社會科學方面的課程）。

高年級寬口徑專業教育內容為：學生在有關院系選課，進行專業

學習，修學各專業教學計劃規定的專業必修課和任意選修課。

元培實驗班實行導師制，學生在學習期間可以得到由來自文、理

科各院系資深教授組成的學生學習指導委員會的全程指導。每位導師

對指導對象進行選課、選專業、學習內容及方法、思想品德等方面的

指導。導師由相關院系推薦，北京大學校長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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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元培實驗班學生原則

上可自由選擇專業。學生進校時只按文、理分類，不分專業。低年級

主要進行通識教育，在他們對北大的學科狀況、專業設置、培養目標

等有了進一步了解後，可以根據自己的志趣於第二學期末提出專業選

擇意向（可跨類選擇專業，暫不包括外語類各專業、考古專業和醫學

類各專業），一般在第三學期末最後確定專業。此外，每個學生修讀

專業的最後確定還必須考慮相關專業的教育資源及學生本人的綜合 

條件。

元培實驗班單獨招生、單獨全程管理。考生填報志願時只須填寫

「元培計劃文科實驗班類」或「元培計劃理科實驗班類」。

3.　復旦大學復旦學院模式

復旦大學自�005年秋季學期開始，所錄取的3�00名本科學生統一

進入復旦學院的4�個班級學習，在大學一年級，不同專業的同學將共

同學習生活，接受通識教育理念下新的教學模式的培養，然後再回到

自己的院系中繼續深造。

復旦學院共分四大平行書院，分別以復旦大學四位前任校長的名

字命名。每個班級一般有80人，還有約10名各國留學生。每個書院都

有各自的院訓、各自的標誌性人物、各自的院服和主流色。

復旦學院希望通過文、理、醫不同專業背景學生的共同學習生

活，使他們了解和學習其他學科特有的思維方式和學習方法，從而突

破自己學科的思維定勢。復旦學院的課程設計也力求打破專業界限，

復旦學院設有��00門、4�00門次課程，平均3.�個學生就有1門次的課

程，學生擁有相當大的選擇空間。課程被分為綜合教育、文理基礎、

專業教育三大板塊，其中以各專業學生都能學習的綜合教育為主。各

專業的課程也以更加便於其他專業學生接受的方式出現，例如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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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變世界的物理學」和中文系的「中國傳統文化」等課程對文理

學生都適合。

以建立復旦學院為契機，復旦大學對現有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進

行了重新規劃。本科教育的目標是通過通識教育，讓學生為未來的

學習打下紮實而廣闊的基礎，碩士研究生階段進行專業思想和專業培

訓，博士研究生則要接受精專培訓。

作為配套改革，復旦大學今後的本科招生將按照人文、政法、自

然科學、醫學、經管、技術科學、數學等七大門類進行，最終的目標

將發展到只按照文、理、醫三大學院招生。

由以上幾所院校的試驗可知，在中國內地高校，通識教育的理念

已被越來越廣泛地認同。但是，認識的深度與實踐的廣度仍然不夠。

在實際操作上，還面臨許多不易解決的困難，這有待實踐來回答。

二、開展講座活動

在大學校園裏，各種講座是屢見不鮮的，只是近十餘年來，一些

高校已有計劃、有組織地將其納入文化素質教育範疇，使其成為主題

明顯、很受學生歡迎的課外文化活動。

例如，華中科技大學，自1994年3月3日有計劃地組織第一場人文

講座以來，截至�004年11月15日，總共舉辦了1000場，據統計共吸引

了六十餘萬人次的聽眾。在1996年3月，該校又有計劃地組織自然科學

講座，截至�004年11月15日共舉辦�00場。這些講座由於主講人的高層

次和內容的精心安排，很受學生歡迎，幾乎場場爆滿。為了保證講座

效果，學校公開招聘講座主持人，建立了規劃與反饋體系，特別是時

任校長的楊叔子院士帶頭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開闊的學術視野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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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台演講，並給予講座極大的關注和支持，使得講座熱潮在華中科技

大學經久不衰。該校還將講座以《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結集出版發

行，至今已出六卷，發行五十多萬冊，將這種文化的影響推到其他高

校，在社會上也產生了廣泛影響。

清華大學在由各個渠道開設了豐富多彩的講座的同時，為配合

向學生推薦中外文學文化名著，還舉辦了系列「週六文化經典講

座」，與經典導讀課的「以課帶讀」配合，對學生的經典研讀進 

行課外指導，並結集出版了「清華大學文化素質教育叢書」，包括：

《中國哲學精神》（張豈之著）、《西方哲學精神》（何兆武著）、

《眾妙之門　中國文化名著導讀》（張豈之、楊君游主編）、《昨夜 

星辰 中國古典詩歌品鑒》（孫明君編）、《咫尺千里 明清小說研

究》（丁夏著）、《萬里一月　中國古代散文史》（楊民著）、《文

物精品與文化中國》（彭林著）、《西方文學：心靈的歷史》（徐葆

耕著）、《永遠的烏托邦　西方文學名著導讀》（曹莉編）、《探驪

尋珠　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名著導讀》（張玲霞著）等。在�005年學校

文化素質教育基地開始舉辦「清華大學新人文主題講座」，目的是體

現人文與科學、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人類與社會、理論與實際的融

合與結合，以一種「和而不同」的哲學觀來推進大學實現文化融合功

能，促進和諧校園、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建設。�005年已舉辦了

「大學理念與人文精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兩個主題系列講

座，�006年春季學期將舉辦「文明的對話與夢想」主題系列講座，講

座內容都將結集出版。

在北京大學，講座的資源極為豐富，校園裏、網絡上處處時時可以

看到講座的信息，有關在北大聽講座的集子已出了不少，不僅學子們爭

相選讀，成為文化素質教育的重要渠道，而且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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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展研讀經典活動

半個多世紀前，朱自清先生力主閱讀經典。他在《經典常談》的

〈序〉中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

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　而《經典常談》

一書即是他身體力行之作，以通俗易懂的語言深入淺出地講解經典。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些高校在開展文化素質教育過程中，要求學

生進行經典閱讀。清華大學要求學生讀一點文化經典的想法，除了受

朱先生的啟迪外，還從人文選修課和人文講座中得來。我們發現多數

人文選修課都是老師講，學生聽，沒有指定經典，只是閱讀教科書或 

講義，再作點練習，然後大多是以開卷考試或寫收穫體會定成績。其

根本的不足是，學生在教學中很少參與，只能老師講什麼，學生接

受什麼。而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區別是闡釋的多種可

能性。由此，教師的思想與水平決定了課程的導向與水平，並影響學

生的人文觀念。如果教師的水平高，學生聽得津津有味，感到很有

收穫，但終究是「二手貨」，缺乏自身的研讀與思考，難以滲入靈

魂，化為素質；如果老師水平不高，學生的收穫就更要大打折扣。同

時，從某些要求讀經典的課程實踐中得到啟示，學生通過讀一本經

典，「自己動手解剖一隻麻雀」，一以通十，對老師講課的內容有了

更深的理解，形成認真讀書的習慣與能力，學生收益良多。不斷地

返回經典，研讀和闡釋經典，是中國人文學科發展的主要線索和形

式，老一輩科學家和著名學者的經典閱讀曾經對他們的人文底蘊、道

德情操的形成產生過重要的影響。正是基於這些體會與反思，促使

我們決定在學生中推行「應讀書目」的試點。在張豈之教授的主持

�	 朱自清著：〈經典常談．序〉，收入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
第六卷，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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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邀集教授們開列了一個書目，經過校外名家的三次審查調整，

形成了「清華大學學生應讀書目（人文部分）」，列出中外文化名

著、文學名著共80種，每種都做了簡介。為了取得經驗，學校還組織 

了兩個理工科班級進行閱讀試點。針對閱讀中出現的困難，一方面組

織了教師的輔導講座；另一方面，對過於艱深難以把握的書籍做了調

整。試點總結中，總體反映是：「開卷有益」。

在經典閱讀中需要解決好三個問題。首先，是書目的優選。在清

華之後，北大等校也開列了閱讀書目，學界對不同的書目進行了評

介，我們打算汲取合理的意見，對書目作調整；二是，在全校範圍推

行應讀書，就會面臨書源不足的問題。為此，一方面，清華圖書館進

行了採購，並單設了「應讀書目」書櫃，人文學院文科信息中心，還

將為這些書建立數字圖書專欄，以利於同學們網上閱讀；三是，閱讀

指導問題。學校通過週末經典講座和開設導讀課程「以課帶讀」，加

強了對閱讀經典的指導。

各高校以不同方式開展讀書活動。如南京大學由名教授推薦「名

著名篇導讀書目」，要求文科學生每學期至少通讀十本名著，並撰寫二

萬字讀書心得；理科學生每學期至少通讀三本名著。華中科技大學在學

生中開展「世紀之光」讀書活動，學校由專家組推薦了《老子》、《地

球的紅飄帶》、《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等一批書籍，讓本科生任選閱

讀，每讀一本做4000字的讀書筆記，寫�000字的讀書心得，可以記1個

學分，累計上限為4學分，最後，還對做得好的班級和個人進行表彰。

後來，每年都開展「喻園讀書節」活動，成立「華中科技大學學生讀書

會」，建立讀書網站，舉辦「讀書、理想、人生」名人名言朗誦會等。

類似這些活動有力地推動了高校的「好讀書，讀好書」活動。

許多高校都向學生開列了應讀書目，現僅列出較早推行的清華大

學和北京大學的推薦書目，以供讀者參考。（表一、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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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清華大學學生應讀書目

 中國文化	 	

1.	 論語 11.	不真空論（僧肇）. 物不遷論

�.		 墨子	 	 （僧肇）. 神滅論（范縝）

3.	 孫子兵法 1�. 壇經（惠能）

4.		 孟子 13.	張載集

5.	 老子 14.	四書集註（朱熹）	

6.	 莊子 15. 傳習錄（王守仁）	

�.	 荀子 16.	明夷待訪錄（黃宗羲）	

8.	 易傳．繫辭 1�.	讀通鑒論（王夫之）

9.  史記選（司馬遷著，王伯祥 18. 嚴復集

    選編或來新夏選編） 19.	仁學（譚嗣同）

10.	論衡（王充） �0. 孫中山選集

中國文學

1.	 詩經選 10.	紅樓夢（曹雪芹） 

�.	 楚辭選 11.	魯迅選集

3.	 魏晉南北朝詩卷. 漢魏六 1�.	女神（郭沫若）

 朝詩選 13.	子夜（茅盾）

4.	 唐詩三百首 14.	家（巴金）

5.	 宋詩選注. 宋詩三百首 15.	駱駝祥子（老舍）

6.	 唐宋詞選釋. 唐宋詞選 16. 圍城（錢鍾書）

�.	 古文觀止（吳楚材、吳調侯	 1�. 曹禺選集

 選定） 18.	青春之歌（楊沫）

8.	 三國演義（羅貫中） 19. 紅岩（羅廣斌、楊益言）

9.	 水滸傳（施耐庵） �0.	艾青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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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文化  

1.	 理想國（柏拉圖） 13.	悲劇的誕生（弗里德里希．

�.	 形而上學（亞里斯多德）    尼采）

3.	 懺悔錄（聖．奧古斯丁）	 14.	精神分析引論（西格蒙德．

4.	 思想錄（帕斯卡）     弗洛伊德）    

5.	 新工具（培根） 15.	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

6.	 論法的精神（孟德斯鳩）     （李凱爾特）

�.	 社會契約論（盧梭） 16.	人論（凱西爾）

8.	 倫理學（斯賓諾莎） 1�.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9. 西方哲學史（羅素）    （馬克斯．韋伯）

10. 科學史（丹皮爾） 18.	中國科學思想史（李約瑟）  

11.	哲學史講演錄．導言 19.	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丹尼爾．

 （黑格爾）     貝爾）

1�. 西方的沒落（奧斯維德．   �0. 從混沌到有序（普里戈金）

   斯賓格勒） 

 外國文學

1.	 伊利亞特（荷馬） 9.	 悲慘世界（雨果）

�.	 奧德修記（荷馬） 10.	高老頭（巴爾扎克）

3.	 神曲（但丁） 11.	湯姆大伯的小屋（斯托夫人）

4.	 堂吉訶德（塞萬提斯） 1�.	安娜．卡列尼娜（托爾斯泰）

5.	 哈姆萊特（莎士比亞） 13.	玩偶之家（易卜生）

6.	 浮士德（歌德） 14.	母親（高爾基）

�.	 簡．愛（夏洛蒂．勃朗特） 15.	卡夫卡短篇小說選（卡夫卡）

8.	 紅與黑（司湯達） 16. 泰戈爾詩選（泰戈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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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尼古 19. 老人與海（海明威）

    拉．奧斯特洛夫斯基） �0.	百年孤獨（加西亞．馬爾

18. 雪國（川端康成）  克斯）

表二　北京大學學生應讀選讀書目

本書目是1998年為北大百年校慶而作。包括推薦應讀書目30種，推

薦選讀書目30種。這個書目由北京大學校內外50多位著名教授推薦。

應讀書目  

1. 周易 15.	魯迅選集 

�.	 詩經 16.	中國哲學簡史（馮友蘭著，

3. 老子  涂又光譯）

4.	 論語 1�.	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瞿同祖）

5.	 孫子兵法 18.	理想國（柏拉圖著，吳獻書譯）

6.	 孟子 19. 神曲（但丁著，王維克譯）

�. 莊子 �0.	哈姆雷特（莎士比亞著，曹未

8.	 史記（司馬遷）  風譯）

9.	 壇經（惠能） �1. 思想錄（帕斯卡爾著，何兆武

10.	古文觀止（吳楚材、吳調侯  譯）

   選定） ��.	社會契約論（盧梭著，何兆武

11. 唐詩三百首（孫洙選輯）  譯）

1�. 宋詞三百首箋注（唐圭璋 �3.	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康德著，

    箋注）  何兆武譯）

13. 紅樓夢（曹雪芹） �4.	約翰．克利斯朵夫（羅曼．羅

14.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  蘭著，傅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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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學史（丹皮爾著，李衍譯） �9.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

�6.	共產黨宣言（卡爾．馬克思、  典哲學的終結（恩格斯著，張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仲實譯）

��.	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	 30. 毛澤東選集 

�8.	鄧小平文選

選讀書目

1. 禮記（戴聖註） 1�. 聖經 

�. 荀子 18. 國富論（亞當．斯密）

3.	 左傳（左丘明） 19. 論法的精神（孟德斯鳩）

4.  韓非子（韓非） �0.	復活（列夫．托爾斯泰）

5.		 論衡（王充） �1. 物種起源（達爾文）

6. 三國志（陳壽） ��. 城堡（卡夫卡）

�.  世說新語（劉義慶） �3.	飛鳥集（泰戈爾）

8.  文心雕龍（劉勰） �4.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9.	 李太白集（李白）  （韋伯）

10. 資治通鑒（司馬光） �5.	精神分析引論（弗洛伊德）

11. 明夷待訪錄（黃宗羲） �6. 西方哲學史（羅素）

1�. 儒林外史（吳敬梓） ��. 歷史研究（湯因比）

13.	人間詞話（王國維） �8.	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

14.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 �9.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超）  （恩格斯）

15. 中國哲學大綱（張岱年） 30. 哲學筆記（列寧） 

16. 國史大綱（錢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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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豐富多彩的「第二課堂」活動

高校的「第二課堂」包括校園文化活動和社會實踐的大課堂，其

活動是十分豐富多彩的，而且，通常學生有著很高的參與熱情。豐富

的校園文化活動有利於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圍，提高學校的文化品

位，從而對學生的素質養成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而各種各樣的社會

實踐活動，對於學生們了解國情，了解社會，從而在「長知識、增才

幹，做貢獻」中提高自身的素質起到重要作用。

限於篇幅，此部分就不贅述了。

現在，高校系統開展文化素質教育已有十個年頭了。在文化素質

教育目標與道路上，十年來，走過了從「三注」到「三提高」的發展

階段。1994年，針對當時高等教育改革的實際，教育部提出了「三

注」，即：注重素質教育、注視創新能力的培養、注意個性發展。這

個提法在當前仍然是符合實際的。在經過一段文化素質教育實踐後，

教育部又提出文化素質教育的深化應當著眼於「三提高」，即：提高

大學生的文化素質、提高廣大教師的文化素養、提高大學自身的文化

品位與格調。

這十年裏，高校在積極進行文化素質教育實踐的同時，深入開展了

理論的研討和交流，其範圍逐步擴展到香港、台灣地區。199�年春天，

香港九院校從事通識教育的專家訪問清華大學，與清華、北大等內地院

校進行有關通識教育的座談，大家就加強通識教育和相關的交流合作

取得了充分的共識。1998年，在華南師大，召開了內地與香港文化素質 

（通識）教育研討會，教育部主管副部長周遠清到會講話，數位大學校

長作為嘉賓做了精彩發言，香港院校著名的通識教育專家和教育部文化

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的顧問、主任委員們悉數到會研討。會議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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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後來收錄於由胡顯章等主編、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素質教

育論壇》一書。這次會議使兩地的通識教育與文化素質教育的合作交流

有了良好的開局。�001年冬，由香港中文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

華中科技大學聯合主辦，香港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

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樹仁學院、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合辦的「大學通識課程暨文化素質教育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

學召開，來自內地、香港、台灣的百餘名專家學者，共同交流開展通識

教育暨文化素質教育的經驗，並就高等教育的辦學理念、教育思想、課

程設置與教學、通識教育等廣泛方面展開了討論，而推進科學教育與人

文教育的融合成為一個熱點議題。會後，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顯

章主編的《走出「半人時代」》文集。這次會議在兩岸三地高等教育界

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高校文化素質教育在走過十年的發展道路後，怎樣對它進行評

價，今後又怎樣深化？�005年10月�3日至�4日，「紀念文化素質教育

開展十周年暨高等學校第四次文化素質教育工作會議」在清華大學召

開，教育部周濟部長在開幕式發表長篇演講，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在

閉幕式上做會議總結。六十多所院校的一百六十多名代表，包括6�位

正副校長書記到會，會議受到高度關注。教育部領導對文化素質教育

十年探索作了充分的肯定。周濟部長認為，文化素質教育成為整個教

育改革和推進素質教育的一個切入點和突破口，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意義非常重大，因為它符合教育規律，符合黨的教育方針，得到廣大

師生的擁護。周濟部長指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務是提高人才的培養

質量，要以素質教育為主題，說到底就是「培養什麼人，如何培養

人」這麼一個根本問題。我們提出實施素質教育就是要培養全面發展

的人才。我們一切的教育工作都是為了學生的成人成才，其中更加注

重學生的成人，要使學生學會做人，懂得做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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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今後的發展，周濟部長提出了三點希望：第一，要全面總結

十年來高等學校開展文化素質的成功經驗，結合我國高等教育實際和

主要任務，提出大學文化素質教育的基本思路和具體方案，把它寫進

整個教育事業「十一五」發展規劃，寫進�0�0年中國教育發展綱要，

作為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質量的重要組成部份。在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現代化高等教育理論體系當中，文化素質教育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第二，要向廣度進軍，要把文化素質教育推廣到兩千三百多所學校，

包括民辦學校。要把文化素質教育作為整個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

份，一起考慮，一起部署，一起落實。各學校，各級行政部門都要提

出文化素質教育的計劃，提供必要的條件，提供必要的經費保障。第

三是深化，向深度進軍。我們這幾十年工作，很成功的一點就是方法

正確，抓住典型，重點突破，以點帶面，現在文化素質教育的影響已

經遠遠超過這幾十所學校，這種工作還要繼續堅持下去。在普及過程

中，國家文化素質教育基地數量要進一步擴大，同時要建設一批重點

示範基地，起到先鋒作用、示範作用、探索作用。要不斷探索，不斷

總結經驗，不斷地使文化素質教育提高到新的水平。吳啟迪副部長在

充分肯定文化素質教育所取得的成績的同時，要求全面總結經驗，重

視理論研究和提升，促進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論體系的形成。與會

的專家代表回顧了十年的探索和積累的經驗，並從教育學、文化學、

政治學、心理學以及哲學等視角對深化文化素質教育發表了看法。與

會專家普遍認為，為了使新的十年文化素質教育能夠上一個新的台

階，關鍵因素仍然是不斷加深對素質教育的認識，緊緊圍繞人的全面

發展這個核心，促進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提高學生的文化素

質和提高教師的文化素養的結合，開展文化素質教育與大學文化特別

是大學精神文化的建設相結合。這次會議必將對在全國範圍內使文化

素質教育得以持續深入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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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質教育與通識教育是相通的，它既可以看作通識教育的重

要組成，又在促進知識、能力和素質的相統一，孕育全面發展人才的

目標上和所實施的途徑上有更明確的要求。如果從知識　　能力　　素

質的統一來理解和要求通識教育，那麼，通識教育與文化素質教育就

可以找到本質意義上的共同點。正是基於這一點，內地與香港以至台

灣地區，通過交流研討，逐漸增加了共識。這將為我們加強這一領域

的合作提供更加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