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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ngress held on September 10, 2018 is the first National Education Congress hel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fter entering a new era, which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Starting from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principles of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n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xplores the specific way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and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conferenc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material culture, spiritual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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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年9月10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是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为新时代的教
育指明了方向。本文从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的讲话精神出发，分析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的路径意义、路径原则，并从高校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维度探索了高
校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落实会议精神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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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8 年 9 月 10 日，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是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
教育大会，为新时代的教育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坚持以美
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高校作为教育系统里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立德树人的任务，是引导、教育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责任
人，是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重要主体。校园文化作为高校育人的重要载体，它既是学校对学生
和教师进行教育的有效途径，也是学校贯彻落实党中央教育思想的阵地，其建设意义不言而喻。关于高
校校园文化内涵的界定，国内的一致观点是，校园文化主要是由基础部分的物质文化、内核部分的精神
文化和具有保障功能的制度文化这三个方面构成的[1]。
本文从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的讲话精神出发，以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维度探索在高
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路径意义、路径原则和有效路径，为高校贯彻落实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增强校园文化中的政治底色提供参考。

2. 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路径意义
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是高校的重点工作和任务，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深入育人的重要手段，落实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故而，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
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其必要性，更具有重要路径意义。
1) 校园文化是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重要载体，与“培养什么人”直接相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校园文化对学生和教师的
影响、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既直接影响学生，又通过影响教师而对学生进行二次影响，校园文化不仅是
需要我们好好建设，更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其方向。校园文化是校园建设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有机统
一体，故而通过校园文化进一步加强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是重要途径。校园文化可以以丰富多彩的内
容和形态推进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为落实学习工作增强活力，特别是为“培养什么人”这一教育的
首要问题提供有力保障。
DOI: 10.12677/ass.2019.84091

642

社会科学前沿

曹运波

2) 以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为基础，进一步深化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从来都是复杂的、需要与时俱进的，没有哪一种校园文化是一成不变的。新时代提出
了新的要求，全国教育大会为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新的方向，校园文化建设也应该与时俱进，及时调整，
跟上步伐。高校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应该紧贴全国教育大会的要求，以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为契机，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良好的校园文化，奠定良
好的基础。这一契机也为高校校园文化能够把握建设方向、不断推陈创新、时刻紧跟时代步伐、丰富文
化形式、增强文化内容提供有利机遇，为进一步完善校园文化、找到合适的校园文化建设体系提供动力。
3) 为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教育提供力量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理想信念教育是我们引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一步，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也是我们高校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高校应该不遗余力去推进的工
作。校园文化不管是对教书育人的教师、还是对处于成长关键期的大学生来说都是影响巨大的，故而在
校园文化中进一步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教育，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使命与责任，同时也是
高校把握好意识形态教育，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支撑。

3. 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路径原则
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我们在进行这一融合
性建设时也要把握路径建设的原则，为更好地推进建设工作指明方向。此次大会是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
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具有指导性意义。只有深入学习会议精神，把握好这一路径原则，将会议
精神的突出理念切实贯彻到校园文化建设工作中去，才能真正实现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与高校校园文化建
设的有效融合。

3.1. 针对性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本次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了教育的首要问题和根本任务、九个“坚持”、在六个方
面“下功夫”等工作。我们要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就要针对此次会议精
神的核心、重点部分开展针对性建设，突出时代性、针对性。针对教育的首要问题和根本任务，我们要
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完善的校园文化育人体系；针对九个“坚持”，我们要牢牢把握方
向，做好落实九个“坚持”不动摇的建设工作；针对在六个方面“下功夫”，我们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
凸显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品德修养、知识见识、奋斗精神、综合素质等要素。

3.2. 目标性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应该以此为目标，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育人体系。
围绕这一目标，高校应开拓德育平台、智育平台、体育平台、美育平台和劳育平台，形成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增强育人导向性和目标性，不仅可以为校园文化建设指明方向，
也可以切实推动高校的育人任务，为党和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3. 全方位原则
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意义重大，提出了一系列全面的、重要的论述。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
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一定要把握全方位原则，即全国教育大会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全方位引领和高校
校园文化建设的全方位。首先，全国教育大会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全方位引领，即全国教育大会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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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进行全方位的统领与引导；其次，高校校园文化建
设的全方位，即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不应局限会议精神的某一点，而应该让相关人员在学懂、弄通、做实
上下功夫，深入把握会议精神，让会议精神都能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落地。

3.4. 可操作性原则
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一定要注重可操作性原则，要制定切实有效地建
设措施，不能陷入到流于形式、痕迹管理的误区中去。我们要在增强互动和强化管理中把握分寸，增强
建设的可操作性，既能让师生都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也能让学校能统一管理、把握方向；我们要
融合地域性因素，增强建设的可操作性，通过挖掘高校所在地的教育基因，让师生感受到校园文化建设
与自己密切相关，拉近与师生的距离；我们要秉承删繁就简、有效有质的原则，增强建设的可操作性，
通过简单、有效地活动建设，一方面可以让师生便于接受，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建设的可持续性。

3.5. 开拓创新的原则
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与平时的校园文化建设有很大不同，它既是政治
任务，又是切实关系到学校师生发展的重要活动。我们要在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指导下，结合新时代的
新技术、新手段，通过挖掘学校、学科的教育基因，展示广大师生的榜样作用等方式拓展校园文化建设
的形式和手段，加强新媒体的运用，让建设新而有效，从而进一步提升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创新性，把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有效落实到每位师生中去。

4. 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具体路径
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即探索将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融入高校校园文化
建设中去，其实质也就是将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融入到高校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我们应
该在把握建设原则的基础上，就这三个维度的文化建设进行思考和探索，细化建设的具体举措，这样才
能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并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4.1.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融入高校校园物质文化建设
高校校园文化中的基础部分就是物质文化，要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首先就要把会议精神融入高校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作为最基础的路径，它不仅可以让师生切实感受到校
园文化建设给他们带来的效果，也为更高层级的精神文化建设和制度文化建设提供保障。
1) 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
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大学生体育锻炼的意愿普遍不太强烈，而高校
里最常用的动员口号就是“走出宿舍，走进操场”。但是新时代的大学生个性化要求多，在体育活动方
便也不例外。学校要善于利用本地、本校的盛事、大事，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加强学校的体育设
施建设，让广大师生有更多机会去享受体育运动。另外，学校也应该开放丰富多彩的体育课程，给愿意
参加多样性体育锻炼的师生专业性的指导，规范体育锻炼，增强其体育锻炼的意愿和持续性，营造健康
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2) 加强实践教育基地建设
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更是落实全国教育大会中全面发展要求的重
要措施，让大学生们能在实践中实现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我们应该加强社会实践的保障，通过深入
校企合作，筛选出有价值的实践教育基地，制定一套完整的社会实践制度来保障实践教育的高效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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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师生提供高质量的实践教育基地。通过良好的实践教育反哺校园文化建设，通过注重榜样示范建设，
培养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营造良好的社会实践教育氛围。
3) 加强新媒体技术建设
新时代，技术革新速度快；新时代的大学生，对新技术有着天生的接受能力。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中，宣传思想阵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牢牢占领宣传思想阵地，特别是要牢牢把握住新媒体阵地。
现在人人都是自媒体，都可以向外发出声音，甚至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我们要加强新
媒体技术建设，只有加强技术建设，我们才能加强学校宣传力量的影响力，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引导大学生思想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4) 加强美育平台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
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学校美育工作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但是新时代的大学生有着越来越多的个性化
审美观。我们要通过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和加强美育平台建设，培养和引导学生的审美观，培养他们的
高尚情操和文明素质的教育。在美育平台建设中，我们可以统一学校力量活动建立美育平台，提供物质、
技术和人才支撑，打造品牌平台；也可以让各个学院和部门根据自己的学科特色，建立有特色的美育平
台，营造良好的审美和人文氛围。
5) 加强校园环境建设
校园环境是可观、可感的，它是影响校园文化建设是否有成效的，是否受到师生肯定的直接因素。
加强校园环境建设对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校园环境
建设可以让学校更美观，更可以让学校能充分利用校园空间开展育人。要想让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在校园
里有最直观的体现，那就需要依靠校园环境建设，让会议精神通过宣传标语、园艺景观和校园布局等展
示出来，从而营造良好的浸染氛围。

4.2.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融入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
高校校园文化中的核心部分是精神文化，要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就
必须把精神文化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做好。精神文化建设是三个建设中影响力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必须抓好、落实。建立学习氛围、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弘扬劳动精神、多方位挖掘教育基因和创建高
校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品牌活动，既是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路径，也是其
目标。
1) 突出学习氛围
学习是大学生的首要任务，专业知识需要学习，实践知识需要学习，良好的学风是开展学生工作的
基础，开展学生工作也会反过来促进学风建设。同理，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是开展高校校园精神文化
建设融入工作的基础，而开展融入工作反过来也会推动学习会议精神的进一步深入。所以建立学习氛围
是非常关键的环节。要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将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学习有机地融入进去，首先就要建
立学习的氛围，让广大师生了解、知道全国教育大会，进而领会其精神，并付诸实践。学校开展校园文
化建设时，以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征文比赛和实践教育等活动将学习全国教育大会融入其中，可以推
进学习氛围的进一步扩展。所以说建立学习氛围既是将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融入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
路径，也是其目标。
2) 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
求，也对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所以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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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我们必须要落实人民教师无上光荣的任务，要营造起尊师重教的氛围。另外，有了尊师重教的氛围
才能发挥教师的作用，才能保证教师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抓手落实会议精神学习的效果。在开展校园精神
文化建设时，我们可以通过评选受欢迎的好教师、好导师等榜样示范的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师生
互动，从而营造良好尊师重教的氛围。这样也会让教师能够潜心治学、热心从教，从而将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向学生落实下去。
3) 弘扬劳动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时，我们应该
开辟一块新的工作内容，专门进行劳育建设，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弘扬劳动精神可以从实
践活动中开展，让学生亲自去体会劳动的快乐和光荣；也可以通过理论教育，激发学生的正确劳动观。
当然，弘扬劳动精神也可以更加有效推进校园文化建设，让广大师生能够以更加正确的价值观推进校园
文化建设。
4) 多方位挖掘教育基因
要将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更好、更接地气地融入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中去，就需要充分发挥地域文
化、学校学科特点的作用，寻求其与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结合点，挖掘其中的教育基因。另外，将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去，也有利于为地域文化激发新的活力，有利于进一步促进
学校学科优势，提高政治站位。
5) 创建高校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品牌活动
现在全党和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高校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时更应该思考如何能够
更好地开展学习、落实工作，争取成为标杆。通过多方位挖掘教育基因，结合学校实际，高校有实力、
也有经验创建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品牌活动，为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提供参考。另外，品牌活动的创建
也是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助推器，是融合会议精神的有效途径。

4.3.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融入高校校园制度文化建设
高校校园文化中的具有战略和保障功能的是制度文化，要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最终还是要把制度文化建设做好。制度文化建设是三个建设中层级最高，也推进落实物质建
设和精神建设的重要保障，是推进整改校园文化建设的战略指导。
1) 建立专业化职业化队伍
落实全国教育大会是项严肃、重大的政治任务，进行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要将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有机地融入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去，就必须有专门的人员配备。建立一
支专门化职业化的队伍，对融合工作能起到非常重要的效果，这支队伍一方面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有一
定造诣，另一方面对党和中央的政策有研究，那么这就可以把握住两者中的结合点，有效的开展融入工作。
2) 建立专项奖励机制
要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就应该发挥学生和老师的主观能动性，发挥
参与建设与融合工作的所有成员，所以在省级、校级和院级等各个层级建立起专项奖励机制，必将对整
个融入建设工作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专项奖励机制可包含荣誉、课题研究、实践活动等各层面的奖励，
促进奖励工作与融合建设工作双向促进。
3) 建立课程思政机制
课程思政虽然是一个较为普通的思政手段，但是确实非常有力的途径，它让教师主动挖掘课程中的
教育因素，也让学生的接受效果更好。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就应该让专
任教师参与到其中，既能教育教师，也能推进对学生的教育，还可以推进学科研究。所以建立完善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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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机制对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4) 建立及时更新机制
新时代，信息传播迅猛，更新速度快。学生接受的事物的敏感点和范围都会随着外部热点发生变化。
当今时代，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知识更新节奏不断加快，获取知识的途径不仅大大拓宽，而且成本大大
降低[2]。我们要想集中精力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工作做好，就必须以融
入建设工作为中心不动摇，但需要结合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结合当下的热点、结合学生和学校的最新
动态，调整融入建设工作举措，把融入建设工作与大家的实际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提升融入建设
工作的效果，才能保持建设工作的活力。
5) 建立成熟的家校合作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高校
的育人工作与中小学相比和家庭的联系的确没那么紧密，但其重要性却不亚于中小学。大学时期是学生
快速形成人生观、价值观的时期，而且我们要对其进行引导教育，基础是对其家庭有一定了解，并与家
庭一起针对性地制定育人策略。对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来说，首先，要了解学生群体的家庭情况，并根
据实际情况针对性开展活动；其次，有学生家长参与的校园文化活动会比普通的活动更有影响力。所以
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就应该建立成熟的家校合作机制。

5. 结语
在推进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工作中，我们要把握针对性原则、目标
性原则、全方位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和开拓创新的原则，才能有效地推进高校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
和制度文化建设。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实践教育基地、新媒体技术、美育平台和校园环境建设，是相对
较容易实现的举措，高校应积极推进，切实落实；突出学习氛围、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弘扬劳动精神、
多方位挖掘教育基因和创建品牌活动，需要高校整合优势资源，凝聚磅礴力量，稳步推进；建立专业化
职业化队伍、建立专项奖励机制、建立课程思政机制、建立及时更新机制、建立成熟的家校合作机制，
则要求高校做好顶层设计，扩大反馈渠道，做到组织领导和运行机制到位。当然，这一建设工作是一项
复杂且长期的工作，我们必须建立足够的保障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举措，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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