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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以人為本」的文化活動

內地大學所開展的「文化素質教育」與香港、澳門、台灣及國外

大學所開展的「通識教育」，這兩種教育在一根本點上的理念相同，

思路一致，即均著眼於「教育」自身。

甚麼是「教育」？我們願引用我校涂又光先生的見解。涂先生是

現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的高足。馮先生去世後所遺留的文稿，不

論是中文的，還是英文的，都是由涂先生親自整理的。涂又光先生不

僅在哲學、歷史、文學等人文學科頗有造詣，而且對教育學也見解精

闢。他認為：「教育自身是文化活動，在其中，人的身心，包括知

情意，在德智體各方面得到發展。」他還特地用英文作了論述，兩

相對照，以求明確無誤：“�������������������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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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ph��������.�� 這一論點主要講明了教育的定位

問題。教育定位在文化領域內，而不是定位在政治領域內，也不是定

位在經濟領域內。因為定位在文化領域內，所以只能通過文化活動以培

養人才，來為政治服務，來為經濟服務，來為社會服務。離開培育人才

這根本點，離開關注、愛護、引導、熏陶、教化、養成，以使人的身	

心健康發展，進而體現為人的德智體美的全面發展，離開這個「以人

為本」的文化活動而奢談其他，只會使教育走入歧途。

教育的根本是「育人」。首先要教會做人，立德樹人，並使人全面

發展。所以，教育是「育人」而非「製器」，即教育的對象是「人」，

而非「物」。人有豐富情感，有複雜思想，有精神境界，活生生；物無

感情，無思想，無境界，死呆呆。

教育所用的方法是「育」而非「製」，是按人成長的規律去「育」，

因材施教，而非憑不管實際情況的主觀意願去「製」，按圖辦事。育

出的應是有人性、有靈性，而且是有高尚精神的人性與有原創能力的

靈性的人才，而非為毫無真正的人味與毫無原創能力的精巧的機器。

這就是說，我們應該教育人，即以文化開發出與發展好那天賦的人

性與靈性，教會受教育者既會做人、有德，又會做事、有才。人性與

靈性不可分，做人與做事不可分，德與才不可分。問題只是做甚麼樣

的人，有甚麼樣的德，做甚麼樣的事，有甚麼樣的才而已。司馬光在	

《資治通鑒》中對德與才的關係講得十分精闢：「才者，德之資也；

德者，才之帥也。」才是德的軀體，用以體現德；德是才的靈魂，用

以統帥才。嚴格地講，沒有無才之德，也沒有無德之才。人才的層次

越高，這一關係就越密切、越清楚、也越重要。才，不僅體現德，而	

且可以純化德，昇華德；德，不僅統帥才，而且深化才，激活才。司馬

光進一步指出：「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止矣；挾才以為惡者，惡無不

止矣。」甚麼在「挾」？就是「德」，問題是有甚麼樣的「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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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這就是法國莫洛亞（A���é M������）這位著名傳記作家所講的，	

「無視道德、行為規範的危險之處，在於它將惡性作為美德」�。涂先

生講得十分對，「教育自身是文化活動」。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以	

文化開發人，開發人的大腦。大腦不開發，就會湮滅人性，埋滅靈

性。不會做人，不會做事，就是愚昧，就是野蠻，與禽獸何異！而

亂開發，錯開發，就會輕則扼殺靈性，重則異化人性。亂做事，錯做

人，後果嚴重，不寒而慄！我們的高等教育就是要以高層次的文化，在

已開發的基礎上，對人、對大腦作進一步開發，使人性更高、更全面

地昇華，使靈性更深、更系統地開啟，使人成為德才兼備的高級人才。

反之，若來了個亂開發，錯開發，甚至可以說是惡開發，那麼完全可

能培養出人性高度異化（高度缺德，高度劣德），而靈性高度發展（高

度富才，高度能幹）的高級「人」才。這樣的人，將會成為遠不如禽

獸的社會大害、人類災星，這決不是我們所希望的。在科學技術高度

發達與急速發展的今天，尤其值得警惕。人類創造了文化，人類不能用

文化來毀滅自己！我們想，這可能正是中國內地與境外所強調的全面素

質教育、全面發展教育，以及全人教育、完人教育等等的最基本的出發

點，文化素質教育與通識教育也正由此發展而來。這是我們所談的兩種

教育相同的第一點。

二、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關係

兩種教育相同的第二點，是十分著眼於認識與處理科學文化與人

文文化、科學（文化）教育與人文（文化）教育的關係。從歷史發展上

看，教育有三個階段：人文—科學—科學•人文，現在應該充分重

�	 張愛珠、樹君譯，莫洛亞著：《生活的智慧》（北京：西苑出版社，�004年5月），
頁�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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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人文教育了。第一階段，人文階段，即工業革命前的階段，人文文

化教育佔了壓倒優勢；第二階段，科學階段，從工業革命開始，科學

文化教育逐漸加強，越來越強，直到二十世紀，幾乎完全壓倒了人文

文化教育；第三階段，科學•人文階段，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信息革

命蓬勃發生了，知識經濟初見端倪了，工業經濟的弊端越來越明顯了，

片面強調與發展科學技術的嚴重後果也越來越危險了，人文文化、人文

教育應當與科學文化、科學教育並重了、結合了。教育就是要育人，首

先要教會做人，同時又要教會做事，兩者無法分離，它們既互別互異，

又互動互融。如前所述，做事體現做人，做人統帥做事。教會做人，就

是講究終極關懷，要使人昇華精神境界，尊重生命，愛護生命，構建	

和諧，追求幸福，開發生命的潛力，發揮人的偉大創造力，這就是堅定

的「為人之本」，這就是人文教育的核心。教會做事，就是講究實事

求是，要使人正確認識世界，全面而協調地按有關客觀規律辦事，這

是正確的「立世之基」，這是科學教育的核心。人是文化動物，文化

極端重要。生物界靠基因遺傳而存在，靠基因變異而演化。人類社會

則靠文化傳承而延續，靠文化創新而發展。文化傳承的主要形式是教

育，文化創新的主要基礎當然也是教育。在人類文明進步到今天，文

化發展到今天，教育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是現代社會存在和發展的

基礎。教育可以說是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整合。在科技高度發達與

急速發展的今天，不論是文化素質教育，還是通識教育，其關鍵就是

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交融，其重點就是人文教育的加強，其鋒芒就

是直指高等教育中重科學技術而輕人文文化、重做事的能力而輕做人

人品的現象。

在內地，華中科技大學是率先對此進行反思的大學之一。二十

世紀九十年代，學校將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概括為「五重五輕」和	

「四個過弱」，即「重理工，輕人文；重專業，輕基礎；重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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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實踐；重共性，輕個性；重功利，輕素質」，以及「過弱的文化陶

冶，過窄的專業教育，過重的功利導向，過強的共性制約」。針對這

一現實，華中科技大學首先開展舉辦人文講座，邀請海內外學者就人

文文化和科學文化等問題作演講，以彌補單一專業教育所形成的知識

缺陷。迄今為止，人文講座已舉辦了��年，累計場次達一千二百多

場，聽眾達六十萬人次之多。繼人文講座取得成功之後，學校又著手

建立文化素質教育課程，要求理、工、醫類學生選修一定學分的人文

社會科學課程，文科學生選修一定學分的自然科學課程。與此同時，

學校還積極探索並鼓勵理、工、醫科教師將人文精神滲透到其專業課

教學中，文科教師則將科學精神滲透到其專業課教學中。此外，北京

大學、清華大學投入大量精力，精心建設文化素質教育課程。目前，

舉辦人文講座、開設文化素質教育課程、在專業課教學中滲透人文教

育和科學教育，成為內地高校促進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相融合的主要

途徑。我們也十分欣喜地看到香港同仁在這一方面做出的努力。香港

中文大學於�005年6月上旬舉辦的「『人文的科學、科學的人文』學術

研討會」就是大好例證。

正如前述，德與才、做人與做事、人性與靈性，均不可分。所

謂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分離、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分離之說，正如	

德與才分離之說一樣，是個「假命題」。本質在於如何去認識這兩者及

其關係。在人類文明進步到今天，沒有無科學（或人文）文化的人文	

（或科學）文化，也沒有無科學（或人文）教育的人文（或科學）教

育，正如沒有才（或德）的德（或才）一樣，本質在於是甚麼樣的科學

或人文文化，是甚麼樣的科學或人文教育，是甚麼樣的才或德而已。正

因為如此，如何去處理兩者的關係，即如何糾正由於認識的誤區與社會

的因素而人為地割裂了兩者關係之弊端，倒是一個大的「真問題」。

我們對此「假命題」與「真問題」已做過論述。其實，不論是文化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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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教育，還是通識教育，這兩種教育的開展，其關鍵就是要認識這一

「假命題」，要解決這一「真問題」。

三、重視知識

兩種教育相同的第三點，是高度重視知識本身，從而重視有關

課程與活動的安排。知識是文化的載體。沒有知識，就沒有文化；沒

有文化，就沒有人類社會；沒有知識的創新，就沒有文化的創新，就

沒有人類社會的進步。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如政治、經濟、軍事

等，都是短暫的、臨時的，都會過去，都會成為歷史，都往往沉澱、

凝聚為文化，並以知識作為載體而存在。知識創新是一切形式、一	

切類型、一切層次創新的源頭。當今世界，知識創新越來越多，越來越

快，作用越來越重要，影響越來越深遠，對社會進步的支撐與推動越來	

越密切，以至「知識經濟」初見端倪，「學習型社會」急需建立。學	

習甚麼？首先學習知識，由此學習文化。沒有學習型社會，就沒有知識	

經濟；要有知識經濟，就必須建立學習型社會。顯然，沒有科學知識，

就沒有科學文化；沒有人文知識，就沒有人文文化。要進行教育，	

即主要進行文化教育。進行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就必須首先傳授科

學知識與人文知識。離開知識、離開作為知識傳授載體的課程與活動

而去奢談教育，那只是空話而已。正如前述，受教育者要成為全面發

展的人，或稱為全人，作為前提條件就是知識應該比較全面，既要有

科學知識，又要有人文知識。縱覽歷史，橫觀世界，無論是偉大的文

藝家，還是卓越的科學家，還是傑出的領導者，能有幾個例外？中國

優良的教育傳統，其第一條就是「博學」，即知識淵博。英國著名哲

學家培根（F������ B����）講得好，「讀書使人充實」。怎麼充實？

「史鑒使人明智，詩歌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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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之學使人善辯。」�　顯然，這一切首先是獲得

知識，而且要獲得比較全面的知識，重視比較全面的基礎知識，重視

相應的課程與活動的安排，並通過學校行政，規定必須獲得相應的學

分，這是極為必要的。通識教育關於課程的精心選擇、合理安排、講

授的豐富經驗與深刻認識，很值得我們學習。

四、重視知識的內涵

兩種教育相同的第四點，是高度重視知識的內涵。首先是知識作

為文化載體所內涵的思維。沒有思維的知識，不能體悟其思維內涵的

知識，就是僵死的知識，就是根本缺乏原創能力的死知識，就是載於

書本上的知識，就是存於現代電腦存儲裝置中的知識。只有思維，

才能激活知識，展開知識，創新知識，超越已有的知識而別開知識

的新天地。《尚書》早已明確指出：「人為萬物之靈。」靈在何處？

會思維！會推陳出新，會無中生有。恩格斯有一名言：「地球上最

美麗的花朵是人類的智慧，是獨立思考著的精神。」�　獨立思考著的

精神，就是會思維。書讀得再多，知識記得再多，但是缺乏思維能

力，即不過是個書呆子而已。書可貴，知識可貴，思維能力更可貴。

《莊子•天道》中講得何等地好：「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

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

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莊子尖銳地批評了

世人貴重作為知識載體的書本、語言，而沒有貴重知識所承載的涵

意，實質就是沒有去貴重同知識相連的思維。所以，莊子接著舉了	

�	 王義國譯，弗蘭西斯•培根著：〈史鑒〉、〈詩歌〉，收入《培根論人生》（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00�年�月），頁�0�。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組譯，恩格斯著：《自然辯證法》	
（北京：人民出版社，�9��年），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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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扁斲輪」的寓言，講的就是要十分貴重與用心體悟的「得之於手

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賴於通過實踐、通過思維去體悟的斲輪規

律—「不徐不疾」這一知識的真實內涵。正因為知識如此重要，所

以在科學教育時，既要非常重視通過知識進行以邏輯思維為主的科學

思維教育，又要十分重視通過知識進行形象、直覺、靈感、頓悟的人

文思維教育。科學思維保證思維一定正確，人文思維保證思維可以有

原創性。但是，如前所述，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不可分離。正因為如

此，正確的、特別是傑出的科技創造中，一定有人文思維；健康的、特

別是卓越的文藝創作中，也一定有科學思維。

五、文化教育的實踐

兩種教育相同的第五點，是高度重視文化教育的實踐。古今中

外，任何一個正確的教育理論、認識、方法，都深知文化教育實踐的

重要性。孫中山先生為中山大學題有十字校訓：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前兩者指學習，中兩者指思考，後者指實踐。這十個字

來源於《中庸》，後為白鹿洞書院所襲用。歸納得最明確的，是岳麓

書院作為其優秀傳統的四句話：「博於問學，明於睿思，篤於務實，志

於成人。」這四句話講得十分清楚，學習、思考、實踐三者緊密結合，

方能造就有作為的人才。我們認為，學習是基礎，思考是關鍵，實踐

是根本。知識是文化的載體，不首先學習知識，還能談其他甚麼？	

學習是傳承文化和創新文化的基礎。沒有思考，沒有思維能力，知識

就是死的，最多是個書呆子、機器人，思考是獲得文化、掌握文化與

創新文化的關鍵。「輪扁斲輪」寓言深刻揭示了，不去親自斲輪，不在

斲輪中去學習，去思考，就不能領悟「不徐不疾」這四個字的真諦。王

夫之講得對，所謂「躬行為啟化之源」。只有通過實踐，才能對世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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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感悟與認識；也只有通過實踐，才能有創新。創新始於實踐，終

於實踐，創新整個過程貫穿了實踐。實踐無止境，認識無止境，創新無

止境。當然，在不同領域、不同學科中，在不同條件、不同要求下，實

踐的含義與形式也會有不同。所以，在兩種教育中，都強調要組織多種

形式的實踐活動，內地大學不但強調多種形式的校園文化活動，還強調

多種類型的社會實踐，甚至記以學分。

六、相應的教育機構

兩種教育相同的第六點，是在有關的高等學校建立了相應的教育

機構。例如，香港中文大學設有大學通識教育辦公室。在台灣，很多

高校亦設有通識教育辦公室或中心。在內地，���所大學分兩批建立了

9�個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之所以如此，就是在科學文化、科

學技術急速發展並顯示為似乎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時，相應的嚴重問題，

如社會難於持續發展的問題，已比較充分顯露了，而人們仍迷戀科學文

化、科學技術所謂的巨大優勢。這一嚴峻形勢擺在高等學校面前。高等

學校何去何從？對此，有識之士已先後高度關注到人文文化、人文教育

必須放在足夠重要的地位，人文文化、人文教育同科學文化、科學教	

育的關係必須正確處理，其落腳之處就是培育甚麼樣的人才，怎麼去培	

養這樣的人才。因此，境外一批高等學校不僅充分重視這一嚴峻形

勢，而且早已有組織地著力開展了通識教育。中國內地也急起直追，

一大批高校不僅開展了文化素質教育，而且還建立了相應的基地。

之所以要建立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是因為文化素質教

育不僅是一種教育思想，也是一種教育實踐。作為一種教育實踐，必

須有相應的機構來予以落實和推進。基地在學校的直接領導下開展文

化素質教育工作。其主要職責是：組織文化素質教育活動，協調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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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關部門開展活動，以項目制的方式推進文化素質教育的深入開

展。作為文化素質教育制度和機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基地在推進

文化素質教育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首批建立的基地中，清華大

學、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南開大學、東南大學、湖南大學、重

慶大學、吉林大學等校的基地成就突出，通過改革和建設課程、開展

校園文化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將文化素質教育不斷推向新的發展階

段。文化素質教育的內容十分豐富，涉及到學校工作的方方面面。進一

步加強文化素質教育的制度建設，建立良好的運行機制，更好地發揮基

地的作用，是今後深化文化素質教育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上述一些機構都是為了更好地推進兩種教育而建立的，它們有著

大量共同的感悟、體驗與語言，它們彼此之間已經或正在或擬建立各

種聯繫、交流與合作。我們常用「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來形容

這種聯繫、交流與合作。

七、大學理念與文化素質教育的開展

當然，文化素質教育與通識教育並不是完全等同的教育思想和教

育實踐。首先，如果說通識教育是美國高等教育在其歷史發展中，將

西歐的博雅教育與美國的本土實踐相結合而產生的一種高等教育思想

和實踐的創新的話，那麼，文化素質教育則是植根於中國優秀的傳統

教育哲學，基於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實踐，在汲取世界高等教育思想精

華同時的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

文化素質教育主要繼承了中國教育哲學思想中的兩大精髓：第

一，在教育思想方面，高度重視人文教育，重視做人的教育，「在明

明德」，「志於成人」；第二，在哲學思想方面，中國哲學中「形上」

與「形下」、「本」與「末」、「道」與「器」這些概念之間呈現出一種辯



楊叔子、余東升：論文化素質教育與通識教育 ��

證的關係。即在高度注重「形上」、「本」、「道」的同時，又不捨棄	

「形下」、「末」、「器」。在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傳統的教育

哲學有著重視素質教育的傳統，將素質視為更為基礎、更為重要的教育

目標。孔子云，「君子不器」，「繪事後素」，以素為先；莊子講，「得	

意忘言」，「貴者意也」，「授人以漁」；講的都是這個道理。中國古代

的教育哲學思想所講的素質，實質上既有「本質」、「客觀普遍有效

性」之意，同時又是不脫離經驗體悟，具有高度個性化的特徵。換句話

說，也就是追求對與客觀緊密相聯繫的知識的個性化的理解。概言之，

從中國傳統教育哲學的角度來解讀文化素質教育，其含義有二：一是	

「化育」，這不是從外在的角度以政治道德倫理規範去約束人，而是將

理想轉化為信念，將信念轉化為情感，情感最終支配人的行為；二是

將與客觀緊密聯繫的知識，轉化為一種具有個人性的、經驗性的知識。

文化素質教育是中國現代高等教育邏輯發展的必然產物。中國現

代高等教育是從歐美日移植而來，後又受到前蘇聯的嚴重影響。引進

高等教育的直接目的，是為了解決近代中國因軍事、工業落後而被動

挨打的困局。因此，它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功利色彩。西方現代科學

知識的傳授無疑就成為興辦高等學校的主要目的。但是，二十世紀五

十年代以來，在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過程中，很快就意識到，僅僅重

視傳授知識還是不夠的，還必須重視學生能力的培養，要知識與能力

並重，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隨著知識經濟初見端倪，人們意識到，高等教育僅僅傳授知識、培養

能力是不夠的，現代社會更需要的是有能力去創新知識的人才，能運

用知識、展開知識、激活知識、超越知識，並去發現問題、提出問

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人才。知識創新是一切創新的前提。創新

人才的培養，就必須在傳授知識、培養能力的基礎上，在厚知識、強

能力的基礎上，實施全面素質教育，使之具有高素質。



�� 專題一　 通識教育的意義與發展路向

文化素質教育是中國高等教育思想和實踐的一種本土化的創新。

在充分而認真汲取歐洲博雅教育和美國、香港及台灣的通識教育經驗的

同時，特別是在汲取課程設置、課堂教學等方面成功經驗的同時，文	

化素質教育有著自己獨特的品質和特徵。這些品質和特徵表現為：文化	

素質教育的關鍵，在於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而鋒芒指向強化

人文教育，其中重點又在於高度重視民族優秀文化的教育。高等學校

的素質教育應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思想道德素質、專業素質、文	

化素質和身心素質。思想道德素質是方向，是靈魂；專業素質是	

主幹；身心素質是保證。作為它們的基礎的、滲透於它們方方面面

的，是文化，是文化素質。文化素質是其他三方面素質的基礎，支撐

著其他三方面的素質。文化素質教育要滲透在高等教育的全過程之

中，不僅要開設文化素質教育課程或通識教育課程，而且要在理工科

類的專業課教學中滲透人文教育，在文科類專業課教學中滲透科學精

神教育。不僅要開展課堂教學，而且要通過校園文化建設、社會實踐

活動來實施素質教育。不僅要提高學生的文化素質，而且還要提高教

師的文化素質，提高高等學校的文化品位和格調。

如前所述，文化素質教育基礎性地位的確立，是基於對中國內地

近五十年來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歷史和現狀的反思而提出的。首先，在

思想道德教育方面，重政治理論教育而在一定程度上輕做人的基本品質

的教育，造成部分學生道德認識與道德行為的不一致。強調文化素質

教育，就是要從做人的基本品質入手，務實做人的基本。其次，在專

業教育方面，一方面是狹窄的專業劃分，造成學生的知識結構單一；

另一方面，還在相當大程度上存在著重知識本身的傳授而輕知識內涵

的領悟，這嚴重地制約了學生創新能力的發展。文化素質教育致力於

使學生的知識結構更為合理，在傳授知識的基礎上，培養學生的思

維能力和價值判斷能力，從而更為注重學生創新意識、能力與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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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第三，重生理（身體）健康而輕心理健康教育。通過人文精神的

培養來鑄造健康的人格，通過校園文化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的開展來豐

富學生的校園生活，都將有利於學生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質。顯然，素質

教育的開展，文化素質教育的開展，從根本上講，就是應試教育復歸於

「文化」的定位。其實，這一復歸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共同的問題。當

然，這一復歸是事物發展中高一級的復歸，而非簡單的重複。

總之，「文化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這兩種教育是「和而不

同」。近十年來，海峽兩岸三地的高等教育界每年都以不同的形式進

行兩種教育的研討和交流，通過研討和交流，來提升兩種教育的質

量。我們欣喜地看到，這種研討、交流、相互借鑒，乃至合作，最終

將有利於推進兩種教育，不斷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為實現民族的偉大

復興和祖國的統一做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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