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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
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 近日出台，提出“美是纯洁道
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切实把文
件精神落到实处，需要我们广泛汲取
审美营养。

审美的教育价值源
远流长

审美和艺术在社会文化建构和国
民教育中，发挥着特殊的功能。进入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审美、
文艺和美育工作。2018 年 8 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八位老教
授回信中指出，“做好美育工作，要坚
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
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
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指出了美
育、时代生活、中华美育精神和青年
之间的密切关系。

审美在人的成长中的作用，在孔
子时代就已经被清晰地认识到了。子
曰 ：“ 兴 于 诗 ， 立 于 礼 ， 成 于 乐 。”
不仅如此，儒家还把审美作为社会治
理的高级境界加以论述和追求。如孔
子请弟子谈论自己的志向时，冉有
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非独
中华文明如此，西方文明也有类似的
思考和追求。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在 《理想国》 中就反复衡量审美在城
邦建构和个人成长中的作用，最终审
慎地把美纳入其哲学的终极价值体
系。

《意见》 在“基本原则”部分，强
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样
在高校美育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让大学生从中国古人的审美文化
中吸收营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塑造美好心
灵？张法教授主编的 《中国美学经
典》 以导读文章释说中华审美精神的
来龙去脉，借注释文字疏解中华审美
文化的广大精微，是中国传统美学资
料体编著的新进展，对我们正在着力
推进的美育工作具有启发意义。

明晰时代所要接续
的中国美学传统

“每一种现代人编选的古代文献资
料集，都是提问者向庞大的古代资料
提问而得到的回答。回答并不是资料
体之原样，而只是资料体原样按提问
者所设定的框架而做的一种呈现。”张
法说。以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对话，
以新的方式呈现中国美学的本然面
目，有利于我们在美育中更加准确地
理解中华审美精神、接续中华审美传
统，发掘美育资源。

明中华审美之大体。中华文明现
代转型以来，尽管中华审美在深层机
制上依旧影响着中国美学研究的话语
与理论建构方式，但在学科的显性层
面上，西方美学的审美本质、审美感
知、艺术的划分是梳理中国美学史的
基本模式。按照张法的看法，中西美
学思维方式不同，西方美学先区分、
再综合，以本质为逻辑基础构造审美
现象；中国美学先整体、再区分，以
整体为背景、以审美为前景呈现审美
形态。因此，这种模式对于理解中华
文化而言，能见其美，而不能呈现中
华审美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张法及其
研究团队从中西思维方式的区别着
手，把中国哲学、宗教与审美的关
联，中国传统制度文化与审美的关
联，华夏天下观念与审美的关联，外
来文化、中华文化的互动与审美的关
联，生活形态与审美的关联等纳入美
学的理论话语系统，更为切实地审明
了中华审美之大体。

辨中国美学之格局。中国美学格
局广大，层次分明。之前的中国美学
史和美学资料聚焦于美学原理框架和
文艺美学框架，彰显了中华审美特性
与品格之丰赡华美，焦点之外不免漫
漶模糊。《中国美学经典》 从多个维度
辨明中国美学的整体格局。一是古人
把物理意义上的天文与地理，建构为
审美的天文与地理，把形而上的道落
实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审美

宇宙。二是以朝廷、都市、生活、自
然等概念构造出自然与人文相生、无
远弗届、无往不复的审美生活世界。
三是以园林、建筑、服饰、器物、花
草、琴茶等物事搭建出人情与物理相
依、悦目畅神、意澄心怡、安身养性
的雅趣空间。四是以经典文章、诗词
歌赋、书法绘画、戏曲小说等艺术形
式展现出情、言、声、义与道、象、
气、物交感应和、慨然生发的生命情
感境域。天道、政治、制度、生命气
象、民俗风情，条理分明，气象万千。

现中国美学之形态。在 20 世纪中
国美学的理论建构中，方东美、宗白
华、邓以蛰等已明确意识到中华审美
精神及话语与西方美学之不同，并在
研究中彰显了中国美学之特性。《中国
美学经典》 接续前贤传承，以美学的
世界形态和演变为视野，深入思维层
面，析解中国美学之理论特质。张法
认为，“在真善美合一的整体中，美既
被呈现出来，同时又处在与真善的关
联之中。这样，美既从各艺术中凸显
出来，又流动在天地间的一切事物之
中”。如此，就整体形态而言，中国美
学属于关联型美学。中华审美精神与
天道、人事、自然、艺术的关联形成

的建构性美学空间，与西方美学的解
放性叙事、批判性指向、超越论方式
所构成的美学空间，在价值取向与人
文诉求方面存在着基础性差异，并进
而影响到情感表达、言词创制、声音
构造、色彩塑形、身体认知等方面，
在审美现象层面呈现出中国美学虚实
相生、气韵生动的整体追求。

识中华审美之流变。中华审美呈
现出从简到繁，从疏枝到茂叶，从朝
廷到市井乡野，从贵族士人到民众庶
人，雅俗互变、文明以成的流变演化
图景。以审美主体论，中华审美经历
了巫术美学、原始的宗教与政治合一
的美学、西周的礼乐美学、诸子人格
美学、朝廷美学、士人美学、市井美
学等流变阶段。以文化建构论，经历
了审美理论话语内部百家争鸣阶段，
融合佛教、融合西域诸教与文化、接
触西方诸教与文化等阶段，历代皆有
新文化、新文明的冲击与融合。以文
艺形式论，从诗乐舞三位一体到各自
独立；由四言到五言到七言，由诗余
到词、曲，诗有代迁；由钟鼓琴瑟到
喇叭唢呐，乐器代有更替；由祭祀之
舞到宫廷之舞，再到民间曲艺之舞，
舞蹈代有变化。

展现中华美育的价
值追求

“民有好、恶、喜、怒、哀、乐，
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
志。”《左传》 中的这段话，从一个侧
面说明了中华美育的价值取向。《中国
美学经典》 呈现了中国美学之本然面
目，也展示了中国美学何以达成此面
目的路径。这一维度，对美育实践有
着更为直接的启示。

其一，节过度、“伤性命”之感
性。中国美学对于感性的态度从历史
实践中来，《国语》 有言，“和五味以
调口，刚四支 （同肢） 以卫体，和六
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乐记》
则以理论形态表述为节制感性，“先王
之制礼乐，人为之节”。感性交接外

物，感于物而动，若放逸感性驰心于
外，人化为物，则伤性命而害正道。
所以，无论儒道墨法，各家均以节制
感性为基本的审美态度。这一美育特
征，恰恰可以对治现代人的浮躁、颓
废等“现代病”，起到以美育人、以美
化人、以美培元的作用。

其二，习审美创作之技艺。庄子
之庖丁解牛、孔子之俯仰进退、张芝
之临池学书等，均显示技艺是美的入
口。中国美学中，技艺总是关乎身与
心、技与道两个方面，不可以理解为
单纯的技巧或技术。如唐太宗李世民
在 《笔法诀》 中说，“夫欲书之时，当
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
契于玄妙⋯⋯大抵腕竖则锋正，锋正
则四面势全。次实指，指实则节力均
平。次虚掌，掌虚则运用便宜”。中华
文艺各个具体形式中，心与手由此成
为两个有代表性意义的技艺发展与锤
炼的方面。在浩如烟海的文学、艺术
理论文字中，这两个方面各自发展出
了精湛而复杂的技术体系，二者之间
也形成了复杂的张力关系。手之技艺
的纯熟能否打开审美的大门，进入艺
术的殿堂，须看心之气韵是否合于虚
体之大道。艺术的形神辩证，在技艺
层面的支撑便是心与手之间的辩证关
系。

其三，通生命之情理。美育、艺
术教育绝不能仅仅是一种毫无灵魂感
悟的技能教育，而应是一种生命的情
感启迪。中华审美特重情感，《性自命
出》 直言，“礼作于情”。李渔论文艺
创作时说，“ 《五经》《四书》《左》

《国》《史》《汉》，以及唐宋诸大家，
何一不说人情？何一不关物理？”情之
真伪、简繁、深浅、静动，关乎艺术
作品之存亡妍媸。是否发乎情、发乎
真情，是评价艺术之为艺术的标准，
也是衡定品评人格之美的标准。以这
个传统立论，艺术教育、美育之得失
成败，在于健康情感之启迪与养成实
现与否。

（作者系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龙子湖
校区副教授）

探寻中国美学的现代教育意蕴
周军伟

前沿观点

教育下午茶

通向伦理
的空间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 胡 大 平 在 《道 德 与 文 明》
2019 年第 2 期发表 《通向伦理
的空间》 一文指出，当代城市化
和空间重组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
社会后果，亦产生了对其进行伦
理干预的迫切需要。主张空间伦
理，必须以生活为中心，重新审
视物与人的关系，探寻可靠的前
提。这一基本立场是，坚守人居
目标；牢牢把握生活过程的整体
性；捍卫地方精神。在通往伦理
空间的过程中，伦理学在当代面
临着三大基本任务：主张新契约
精神，重新定义空间生产的伦理
标准；基于社会生活的整体性，
为空间安排过程中的伦理运用或
价值冲突提供解决方案；把握空
间生产过程的具体环节，进行积
极的伦理介入。

中华审美之韵 （资料图片）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教 授 郑 富 兴 在 《教 育 学 报》
2019 年第 1 期刊发 《公民教育
的审美之维》 一文认为，公民情
感是公民品质的重要内容。但
是，今日对公民情感问题关注较
少。公民品质与其中的情感缺陷
减弱了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削弱
了公民之间的共同情感。强调
情感教育凸显了公民教育的审
美因素。公民情感首先表现为
一种对公共事务或公共事物的
情感认同，如国家认同感；培
育公民情感认同的途径既有对
国家文化的审美体验，也有公
民参与实践中的情感联结。公
民情感还表现为一种对公共事
务或公共事物的情感批判；培
育公民情感批判的途径主要为
培养公民基于审美正义的审美
批判能力。

（李孔文 辑）

培养对公共事务
的情感认同

让“三全育人”落地生根

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跟上新时代大
学生的成长步伐，筑垒新阵地打好主
动仗，深入落实“三全育人”工作要
求更为基础。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立
德树人作为教育工作的主线，融入思
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
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
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要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湖南农业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学习贯彻“三全育人”重
要精神，持续推进完善“校外三基
地、校内四平台”实践育人体系。依
托“双百科技富民基地”建设“社调
基地”，为专业课教师开辟育人空间；
依托省内外“革命文化资源”建设

“红色基地”，为思政课教师拓展育人
空间；以敬老院、养老院、儿童福利
院为重点在周边社区建设“义工基
地”，将团学教师纳入育人新体系。打
造校内“诗教平台”展示格言警句育
人成果；打造校内“书教平台”展示
经典名著育人成果；打造校内“礼教

平台”展示优秀中华文化育人成果；
打造校内“乐教平台”展示红色革命
歌曲育人成果。“三基地四平台”实践
育人体系结合校团委实施的求真、求
善、求美、求实、求特、求强“六求”素质
拓展活动系列常规教育项目，为“三全
育人”开辟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切实把

“深入抓、抓深入”“落实，落实，再落实”
重要精神落在实处。

请大师名师主讲“思政”

“新时代大学生每天要过滤很多信
息，一般的老师和他们交流时不是很
容易。”一位思政课教师道出了当前高
校意识形态新阵地亟须“重武器”装
配的保障困境。调研显示，新时代大
学生更具批判精神，引领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建构科学信
仰、专业伦理、良好行为习惯的难度
更大，非重量级“大伽”不足以撼其
成见。湖南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统一
协调和管理校内外思政资源，开办和
更新“修业大学堂”“人文讲坛”“科
技论坛”和“乡镇之声”等大思政教
育教学平台。聘请知名专家学者主讲
大思政专题，用新人物新材料新视野
解构旧做法增进新实效。“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禾下乘凉梦、油菜院士官
春云攻克“双低”油菜育种难关、辣
椒院士邹学校“穿梭育种”让辣椒

“ 东 西 南 北 都 能 种 ， 一 年 四 季 都 有
吃”、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葡萄教授石雪
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钱装进农
民的口袋里”、“黑茶金花之父”刘仲
华致力科技创新推动茶消费提质等
等，一个个故事就发生在身边。学生
普遍反映，听“身边的故事”如沐春
风，提振精神，催人担当。可见，一
旦跳出就思政队伍谈思政的狭隘旧观
念，突破单纯依靠思政课教师和政工
干部落实高校思政教育的旧思想，打
破思政“孤岛化”困境，也就打开了
高校意识形态新阵地建设的好思路。

“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让有情怀的
人讲思政，大思政让思政课讲得更加

“理直气壮”。

发挥“专业思政”超强功力

以往谈育人，想到的大多是思政
课的课程责任或宣传部、学工部、团
委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工作责任，抑
或拓展至社会实践、社团活动和校园
文化等第二、第三课堂。认为专业课
和专业教师负责知识传授与能力培
养，重在“育才”和“育器”，与“育
人”“育德”责任无关。然而，湖南农
业大学 2014 年以来在食品科技学院、
动物医学学院和工学院实施的专业思
政教学实践表明，专业课是理想的思
政承载体，具有理论课无可媲美与无
法替代的思政优势。譬如食品科技学
院的“微生物学”课程，任课老师从
人类早期菌群利用到发现幽门螺旋杆
菌，从马歇尔以身试菌到屠呦呦提取
青蒿素直至克林利用微生物生产成
药，事论史论结合，激发大学生科研
精神与创新情怀。动物医学学院的

“预防兽医学”课程从霍乱、鼠疫到埃

博拉、寨卡、肝炎、艾滋等病毒，恰
到好处地引出食药安全、卫生责任与
社会良知，严丝合缝，入脑入心。“材
料力学”课程联系构件强度设计与施
工，有机嵌入工程规则、科学精神与
生命伦理，水乳交融，功到天成。马
克斯·韦伯说，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
都存在着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
和命运的精神力量。从专业课中揭示
出来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与人文情
怀，水到渠成、润物无声。专业课教
师是学生的同行，经过长时间师生互
动交流，能形成彼此信任的亲密师生
关系，能让学生生发意见依赖。特别
是学术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专业课
教师在学生心目中具有权威地位，来
自于他们的思政启示更易为学生所认
同与内化。有专业课教师在座谈会上
提出，同理论课相比较，专业课的思政
功效更能戳中要害，振聋发聩，其实践
转化效能为其他所有课程所不可企及。

推动“课程思政”全覆盖

新时代大学生长处虚拟世界，头
脑里中西文化交集，生活中土节洋节
平行，餐桌上中餐西餐混搭。要把他
们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
来，不可一蹴而就，必定有一个渐进
的、需要较长时间的、经多方面合力
推动的过程。这就需要各门课程全体
动员，全过程、全方位发力，拿出时
不我待和功不在我的境界，构建 360
度思政“大熔炉”，共同化解当前高校
意识形态建设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
盾。课程文以载道，以培育学生德才
兼备为旨归，无分彼此都承担着思政
效能。譬如“大学语文”，其诗词歌赋
小说散文满载思政正能量。再譬如

“大学英语”，在课堂教学中同样可以
发掘思政元素，渗透思政教育。有老

师 在 讲 解 《Sailing Round the
World》 一文时，把 Francis Chiches-
ter 的环球航行同张骞凿空西域、郑和
七下西洋穿插讲析，既增进了教学的
趣味性，更增强了大学生的文化自
信。新时代大学生泛在的思政需求与
期待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泛在思政
意识与泛在思政行动，课程思政的使
命因之应运而生。湖南农业大学党委
行政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建立健全由
教务处牵头负责，教师思政工作部和
马克思主义学院分头负责，各教学单
位具体负责的课程思政工作机制。要
求各门课程在坚持课程性质、教学目
的和教学要求不变的前提下，将课程
中潜在的思政熟材显性化，将涵溶的
人类道义昌明化。从课程中引发与课
程相连的思政话题与话语，利用课程
自身承载的情理事理伦理法理和道理
作用于学生，围绕“知识传授与价值
引领相结合”的课程新目标，着力构
建育才育德一体化育人体系，打通育
人“最后一公里”。

确保“思政课”提质不放松

课程思政不是为思政课减负，也
不能理解为是对思政课的延伸与加
长。课程思政的确立，丝毫不减思政
课的功能与地位。相反，思政课只能
加强不能削弱。没有强有力的思政课
作引领，课程思政新阵地建设也将事
倍功半甚至半途而废。要用好课堂教
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
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
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
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
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当前，思政课不仅要开好“4+
1”五门课程，还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
新变化不断开发新的思政资源。新课

程的开发与建设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
程，非聚合资源不可臻其万一。上海
市组织在沪高校集体攻关打造“中国
系列”课程，收到了学生喜爱、抬头
率高、影响力大的良好教学效果，为
区域高校合作开发课程思政精品课提
供了可资参鉴的榜样。湖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承办全省“研究
性学习成果展示”和“开放式课堂观
摩与讲评”，积极参与春季“两会精
神”和秋季“中央全会”精神为中心
内容的“形势与政策”课程开发。邀
请省内外专家同行研发思政新课，打
造思政金课。组织实施思政课“课堂
标准化建设”，落实课堂政治纪律，严
防错误观念与不当言辞进课堂。研发

“O2O”全天候师生交互平台，加大思
政课衍生品的推送力度，把思政课教
学行动延伸到课堂外。尝试“包班
制”培养，构建“5+2”“白+黑”和

“8+X”思政课教学新体系。设置“终
身思政”培育项目，鼓励和支持教师
开展毕业生跟踪思政教育，资助开展
毕业生定期思政发展反馈与述评活动。

传 统 的 高 校 意 识 形 态 是 一 种
“菇”形体系，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由
“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向“美好生活需

要”转化，高校意识形态体系日显粗
放。思想网罩不细密，给西方思想文
化渗透留下了可乘之机。湖南农业大
学意识形态新阵地以思政课为主体，
辅之以大伽思政、专业思政、课程思
政和终身思政，自当推动高校意识形
态由“菇”形向上下一体的“矩”形
体系发展。“三全育人”乃新时代高校
意识形态建设必行之举，它标注高校
各项工作与意识形态建设不可分离的
性质，凸显思政教育的泛在性及其与
意识形态建设的同在与同根性。其核
心主旨在于强调每一位教职员工都要
成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瞭望员和排
头兵，将“专人”育人转变为“人
人”育人。

（刘新春 吕 志 庹 炼）

湖南农业大学

“三全育人”：建设高校意识形态新阵地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不断增强
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湖南
农业大学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教学，全方位育
人，建好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新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