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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校训本质的探讨

王　刚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大学校训是大学在办学实践基础上根据一定社会目标要求和遵循大学本质逻辑所拟定的以表征大学

独立思想 、传统精神和办学特色 , 并对师生行为具有导向性 、规范性和勉励性作用而高度凝练成的一种办学格

言。大学校训的制定要依循大学校训的本质 ,离开大学校训的本质就不可能有效地实现其功能 ,也就偏离了大

学校训的初衷。大学校训的本质决定了大学校训的内容要遵循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学理性

与可操作性的统一 、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 这也是大学校训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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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大学校训是大学着意建树的特有精神的表

征 ,它总是与学校办学目标 、办学理念 、办学传统 、

办学风格以及大学成员的精神面貌 、行为特征紧

密地联系着 。在大学办学与建设中 ,它往往代表

着大学的特有文化 ,对学校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然而 ,一些大学在确定校训或建设校训中存

在着很多问题 ,如陈述内容雷同 、创建来源简单 、

宣传不到位 、表达形式单一 、功能体现不明显等

等 。同时在理论上对大学校训的理解也存在一些

问题。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 ,对大学校训作的

解释和定义很多 ,但大都非常简单 ,而且不全面 ,

只看到校训的一个侧面 ,比如 ,有的只强调大学校

训对办学的指导意义 ,有的只强调对师生的导向

作用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源于对大学校训的本质的

偏识和误读 。因此 ,对大学校训从本质上进行深

入的研究和探讨 ,无论是对理论的澄清还是对实

践的改革 ,都是非常必要的 。

二 、大学校训的定义

要对大学校训展开研究 ,首先必须搞清大学

校训的具体概念 。然而 ,到目前为止 ,几乎没有关

于大学校训的明确定义 ,但是许多专家 、学者对于

校训的含义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从不同角度阐

述了校训的内涵。有的侧重于校训的功能和意

义 ,比如:所谓 “校训” ,即是学校着意建树的特有

精神的表征;
[ 1]
“校训” ,主要是指培育什么样的

人 ,而从总体上讲是学校办学主导思想 、教育理

念 ,办学者的教育追求 ,并且体现为师生共同的精

神面貌和行为特征
[ 2]
。有的侧重于校训的内容

和来源 ,如 “校训 ”是学校办学思想 、文化精神 、建

校传统 、办学特色 、道德要求等丰富内容的集中体

现 ,也是学校众多师生 、校友和有关的仁人志士集

体智慧的结晶
[ 3]
。此外 ,有的学者在指出校训功

能的同时还对校训的形式作了概括 ,如 “校训 ”,

是指学校确定的对师生具有指向和激励意义的高

度凝练的词语或名言
[ 4]
。

尽管众说纷纭 ,但仔细分析 ,有关 “校训 ”理

解和界定表现出一些明确的特征和不足:第一 ,以

上这些定义都是侧重校训的某一个或两个方面对

其加以界定 ,最终导致定义不全面 ,不能概括校训

的特性或属性;第二 ,以上定义基本都是对校训的

一种描述性解释 ,界定得很模糊 、不明确 ,缺乏严

谨性和科学性;第三 ,以上定义都忽略了校训与社

会的关系 ,也就是忽略了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 ,即

“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经济 、政治 、文化等所制

约 ,并对一定社会的经济 、政治 、文化等的发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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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5]
这一外部关系规律是各级各类教育都

要遵循的 ,对于高等教育尤为重要 ,而大学校训当

然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律 ,这应该是大学校训确立

的依据之一 。

大学校训不同于其他各级各类学校的校训 ,

因为无论从历史上还是逻辑上 ,大学都有其自身

的本质逻辑 ,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 ,是以学

术为核心的组织 ,大学的运行 、生存与发展是沿着

大学特有的逻辑展开的。但是关于大学校训研究

的文献大都是对校训的概念加以界定 ,而忽视了

对大学校训这一概念的理解及其与其他层次学校

校训的区别 。目前在文献检索中笔者发现 ,只有

韩延明在 《大学理念论纲 》中对大学校训的概念

作了描述性的界定 ,文中指出:“大学校训 ,是一

所大学独立思想 、传统精神和办学特色的集中表

述 ,是一所大学所锤炼的对全校师生员工具有导

向性 、规范性 、勉励性的训示 、号召与要求 ,是一种

赋予大学以生命 、品格与范型并深刻体现了其办

学旨归 、治学传统 、文化底蕴 、团体精神 、社会责任

和学校个性化特色的校园精神文化形态 ”
[ 4] 535

。

该定义从功能 、意义 、内容等方面对大学校训这一

概念进行了描述 。相对于上述 “校训 ”概念 ,这一

概念科学 、合理 ,但是也出现上述概念所存在的一

些问题 。比如 ,对大学校训的来源 、确定依据和表

达形式没有加以概括。此外 ,这一概念并没有体

现大学校训区别于其他层次学校校训的特点。大

学与其他教育机构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的学术

性 ———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 ,学术性是大学的根

本属性 ,所以大学校训还要遵循大学的本质逻辑 ,

这也应该是大学校训确立的依据之一 。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 ,以往学者对大学校

训的理解虽然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趋向 ,因赶时髦 、

求共性 ,而忽视学校特色 、校训来源及校训与大学

自身发展逻辑和大学的本质规定性的关系等等 ,

但从中我们也得到了不少启示 ,比如 ,从形式上 ,

校训应该表现为一种比较简练 、精悍的短语或词

语;从内容上 ,校训应体现着学校的文化 、精神 、传

统和办学特色;从来源上 ,校训应是学校广大师生

员工 、校友和有关仁人志士集体智慧的结晶;从功

能上 ,作为指导学校办学方向和全体师生行动的

准则 ,校训是全体师生员工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从

意义上 ,校训对师生 、对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都有着

重要意义。从中我们也理会到 ,如果忽视了以上

几个方面 ,是难以全面深刻地揭示出大学校训的

本质的 。

我们知道 ,事物的概念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

内涵。对大学校训的本质内涵的界定 ,可以用多

种思维方法和多种思维逻辑 。比如 ,形式逻辑

“属加种差 ”下定义的方法就是揭示大学校训本

质内涵的一种有效的思维方法 。在这里 ,大学校

训的 “属”概念应是 “大学高度凝练成的一种办学

格言” ,其 “种差 ”概念是什么呢? 从以往学者对

校训理解的分析中 ,笔者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加

以考虑:一是学校的办学实践 ,二是社会的要求 ,

三是大学的本质逻辑 ,四是大学之精神和思路 ,五

是校训所体现的功能 。

根据形式逻辑 “属加种差”下定义的规则 ,笔

者把大学校训定义为:大学校训是大学在办学实

践基础上根据一定社会目标要求和遵循大学本质

逻辑所拟定的以表征大学独立思想 、传统精神和

办学特色 ,并对师生行为具有导向性 、规范性和勉

励性作用而高度凝练成的一种办学格言。

三 、大学校训的本质内涵

根据以上对大学校训的界定 ,大学校训首先

应是一种高度凝练的办学格言 ,这是大学校训的

“属”概念。那么 ,大学校训作为一种办学格言区

别于一般格言所表现出来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呢?

首先从大学校训的内容来看 ,它所表征的是大学

独立思想 、传统精神和办学特色;从大学校训的确

立依据来看 ,它是以办学实践为基础 ,根据社会要

求和大学本质逻辑 ,在广泛收集和征求师生意见

的基础上产生的;最后从大学校训的功能来看 ,大

学校训对大学师生的学术行为(科学研究 、教学 、

管理和社会服务)具有导向性 、规范性和勉励性

作用。下面我们就大学校训的 “属 ”和 “种差 ”概

念分别加以探讨 。

(一)大学校训是一种高度凝练的办学格言

大学校训是一种办学格言 ,这一理解应该说

与 “校训”一词的起源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如前

所述 , “校训 ”一词源于教会大学的 “motto”,甲午

战争后 , “校訓”一词从日本的引入使得教会大学

乃至后来的新式大学的校训有了明确的中国式称

谓 ——— “校训 ”,并为我国近代新式学校所普遍采

用和接纳。对于大学校训属概念的界定 ,我们主

要以校训的英文翻译 “schoolmotto”一词的汉语

解释为依据 ,其中 “motto”翻译成 “座右铭 ,格言 ,

箴言”等
[ 6]
。其中座右铭主要是指警惕自己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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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主要侧重对个人的作用;箴言是以告诫规劝为

主 ,是指规劝的话;而格言是人们行为规范的言简

意赅的语句 ,从句法结构角度说 ,格言是相对完

整 、相对独立的句子 ,可以独立用来表达思想 ,在

内容上它是人生经验和规律的总结 ,具有教育意

义 ,在语言形式上简洁而精练
[ 7]
。通过调查笔者

发现 ,绝大多数的大学校训是 6到 8个字 ,最多的

没有超过 20个字 ,这说明校训语言表达简洁的特

点 。因此 , 4个词语中 “格言 ”无论从内容还是从

形式上都是最全面 、最符合校训的特征和属性的

词语。正如有学者曾对 “格言”的分类所阐述的 ,

格言从形式上分为段格言 、句格言 、词格言三类 ,

从功用上分为普遍格言和个别格言 ,而 “有人把

格言叫做`警句 ' 、`名言 ' 、`秀句 ' 、 锦̀语 ' 、`箴

言 ' 、 座̀右铭 '等 ,也无不可 ”
[ 8]
。这就是说 , `警

句 ' 、 名̀言 ' 、 秀̀句 ' 、 `锦语 ' 、 `箴言 ' 、`座右

铭 '等等都属于 “格言 ”的范畴 ,它们都包含在 “格

言 ”这个属概念之中 。所以 ,我们选择 “格言 ”来

作为校训的属概念 ,也是据于这种理解。

同时 ,将校训规定为一种格言 ,其表达一定是

短小精悍的言语形式 ,并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

性 。事实上 ,大学校训所体现出来的是大学办学

理念和校园精神文化的精髓 ,是大学教育理念 、教

育思想 、教育目标的生动概括 ,这在学界已达成共

识 。因此 ,大学校训一般都具有以上特征 ,且都非

常精炼 ,在简洁而精炼的文字中容纳了无限深刻

的内涵 。这就要求所拟定的校训必须做到简洁而

无铺张赘言 ,即高度凝练 。此外 , 学校不同于企

业 、政府部门等其他社会机构 ,而有其自身的本质

逻辑和运行方式 ,它的主要活动就是办学 ,包括办

学形式 、办学格局 、办学理念 、办学特色 、办学体

制 、办学模式 、办学运行机制等等 ,也包括学校的

办学主体的人 、物等。据此 ,笔者认为 ,大学校训

是大学经过高度凝练的一种办学格言 。

(二)大学校训体现或表征了大学独立思想 、

传统精神和办学特色

传播人类文化知识是学校最根本的任务 ,大

学校训应充分体现大学文化 ,特别是大学悠久的

办学历史和国家的传统文化。学校悠久的历史和

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大学校训生长的摇

篮 。国外的大学校训和中国的不同正是由于各个

国家不同的民族文化 。中国的大学校训大都注重

加强中国的传统文化 , 强调儒家文化的 “德 ”、

“礼”,很多都是 “厚德 ”、“博学 ”等;而国外的大

学校训大都强调 “真理 ”、“自由 ”。这与一个国家

的民族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关系。

大学是一个文化共同体 ,每所大学都有其属

于自己的文化积淀和精神传统 ,也就是大学的独

立思想 、传统精神和办学特色 ,这些构成了大学文

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背离了大学自身的传统 ,

也就丢失了大学的人文精神 ,大学文化的发展就

失去了根基和底蕴。所以大学应该从其自身的优

秀精神传统和办学特色中提炼校训 ,也只有在继

承学校传统和办学特色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校

训 ,才能成为学校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

此外 ,大学校训也是大学办学理念和校园精

神文化的一种外化形态 ,它的内容必须反映大学

的办学理念和校园文化精神 。当然 ,大学办学理

念和校园文化的外化形态有很多 ,比如:校园环

境 、杰出人物事件 、传播交流网络 ,还有校训 、校

歌 、校徽 、校标 、校歌等等。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

大学办学理念和校园精神文化的一种外化 。而大

学校训是这些外化形态中最精华 、最悠久的部分 ,

它受学校办学理念和校园精神文化的制约。同

时 ,大学校训的实践必须依靠学校精神的熏陶和

校园文化的普及才能深入人心 。

(三)大学校训是以办学实践为基础 ,根据社

会要求和大学逻辑拟定的

一般来说 ,大学办学理念是指大学全体师生

根据时代特征 、教育和大学的发展规律 ,基于大学

办学实践而形成的对大学发展的理性认识和价值

追求及所持的教育观念。具体而言 ,大学办学理

念是一种大学办学主张 ,是从实践出发的对办学

的看法和期待。办学实践为办学理念的形成和发

展提供依据 ,赋予办学理念以实实在在的内容。

校训也不是与生俱来的 ,因此 ,校训要紧扣学校的

办学理念 ,也就必须形成于学校的办学实践 ,它作

为一种理念直接来源于办学实践 ,但它一旦形成

又反过来指导办学实践。

教育具有促进人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发展的

两个基本功能 ,大学的这两个功能体现得更为直

接和重要 ,而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又是中国学校对

培养目标的要求之一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适应时

代发展的人才 、促进社会发展是大学的基本功能

之一 ,因而大学校训的制定还要考虑社会的要求。

此外前文提到 ,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要求我

们在制定校训的时候 ,不能忽略大学与社会的关

系 。一方面 ,大学的发展与生存要受到一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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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 、政治 、文化等所制约;另一方面 ,大学要对

一定社会的经济 、政治 、文化的发展起作用 ,以推

动社会的进步。制定高度反映大学理念和大学精

神文化的大学校训 ,必须考虑到大学与一定社会

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关系 ,要反映社会的要求 。

同时 ,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 ,区别于社

会其他组织 ,有其自身的本质逻辑 。与其他教育

机构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的学术性———对知识和

真理的追求 。大学是以学术为核心的组织 ,以学

术为其生命特征 ,学术性是大学的根本属性 ,也是

永恒不变的主题。大学的运行 、生存与发展应沿

着大学特有的逻辑展开 ,其发展归根到底是学术

的发展 。而大学校训关系到大学的全体师生 ,关

系到大学的办学方向 ,关系到大学的生存和发展 ,

所以大学校训的制定还要遵循大学自身的逻辑 ,

以大学的本质逻辑为依据 。

(四)大学校训是通过广泛收集和征求大学

师生的意见而确立的

大学校训所作用的主体是全校的师生员工 ,

而不仅仅是管理者 、或单一教师主体 、或单一学生

主体。因此 ,大学校训要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

用 ,首先必须得到全体师生员工的认可 ,这是毋庸

置疑的 。如何得到全体师生的认可? 最有效的途

径是让广大师生参与到校训的制定全过程中来 ,

广泛收集和征求师生的意见。师生共同参与的过

程 ,就是宣传学校办学主张 、增强学校凝聚力 、引

导师生为实现学校发展目标而奋斗的过程 。这样

确立的校训凝聚了全校师生的真挚感情 ,更容易

为全校师生所认同和内化 ,才能成为大学全体成

员共同的精神追求。

(五)大学校训对大学师生的学术行为具有

导向性 、规范性和勉励性作用

大学校训最重要的是它对大学师生的学术行

为具有导向性 、规范性和勉励性的作用。大学师

生的学术行为包括科学研究 、教学 、管理和社会服

务等等 。大学校训是大学办学理念和校园文化精

神的外在形态 ,并表征大学独立思想 、传统精神和

办学特色 ,所以大学校训本身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

鼓动力 ,自身就是一个号角 ,具有很大的感染作

用 ,都能很大程度上引导 、规范和勉励全体师生。

师生员工从进入学校就开始无形地接受这种精神

文化的熏陶 ,它对大学全体师生精神生活的构建

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 。大学校训给师生们以

传统的熏陶 、品位的传递 、精神的勉励对学校和学

校的师生的价值取向及其行为取向起引导作用 ,

使之符合校训所确定的目标。同时大学校训是一

种准则和集体观念 ,对广大师生的发展具有一定

的约束和规范作用。

校训的这些功能表现在它不需要灌输和强

迫 ,而是以师生的情感愉悦为基础 ,以师生的未来

憧憬为动力 ,在情感体验中获得精神鼓舞 ,从而激

发师生开拓进取的热情;作为对师生行为规范有

指导意义的校训 ,有让师生明确努力的方向 ,并在

学习 、生活中自觉地以此为尺度衡量自己的行为 ,

并以此为标准及时调整和校正自己的行为;校训

以精练的语言揭示了学校所培养人才的质量规

格 ,能在潜移默化中促使学生昂扬向上观念的形

成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进而成为他们成人成

才的学习 、生活指南。

四 、关于大学校训建设的一些思考

大学校训的制定要依循大学校训的本质 ,离

开大学校训的本质就不可能有效地实现其功能 ,

也就偏离了大学校训的初衷。大学校训的本质决

定了大学校训的内容要遵循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

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学理性与可操作性的统一 、合

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这也是大学校训建设

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问题 。

(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大学校训首先要体现大学本质的共性和教育

理念的共性 ,同时还要反映学校自身的个性。笔

者认为 ,大学校训可以更多侧重学校个性和特色

的表达 ,如学科特色 、科研特色 、人才培养目标的

特色 、或理念上的特色等等 。如此 ,既可以显示出

自己的优势和不同 ,确立较为突出和特别的形象 ,

同时也不会有损共性的表达 ,因为按照辩证法的

观点 ,个性中本身就蕴涵着共性 ,任何个体都是个

性和共性的统一 。共同的大学办学理念和原则都

为大家所接受 ,没有太多重复的必要 。

(二)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校训文化不能脱离历史文化的轨迹而独立发

展 ,必须面向历史 ,继承人类历史的优秀文化传

统 ,尤其是学校自身积淀而形成的校园文化传统。

这种文化传统是一种永恒的精神 ,这种永恒的精

神是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时期或某一区域 ,能被人

类广泛认同的 ,并努力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 ,以这

种价值规范为指导 ,谋求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 ,这

种永恒的精神使得校训具有稳定性 。当大学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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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反映学校传统 、强调面向中国传统文化时 ,大

学校训还要着力结合时代特点去阐发它的意义 ,

反映时代特点 ,与时俱进 ,随时代的变化不断充实

新的校训内容 ,以未来的发展方向去设计校训。

一方面 ,大学的校训要强调传统伦理文化的继承;

另一方面 ,大学校训的建设还要意识到创新理念

的意义和价值。大学校训可以有选择性的吸收学

校发展史上一贯的精神和特点 ,同时更重要的是

要以未来的时代精神来教育学生 ,教育要顺应时

代发展的潮流。

(三)学理性与可传播性的统一

大学校训应有一个严密 、紧凑的逻辑结构 ,语

词之间的逻辑要清晰 、合理 ,不能出现语言和思维

等方面混乱现象。按照逻辑学分类的规律 ,同类

应该是矛盾不相交原则 ,同时必须是同一层次的。

此外 ,大学校训的内容要遵循大学校训的本质 ,内

涵丰富 ,能够准确 、精炼地表达大学办学理念 、校

园文化精神 、大学的独立思想 、传统精神和办学

特色。

同时大学校训要具有可传播性。为使校训达

到内涵丰富 、便于传播的目的 ,校训必须简明扼

要 。校训的语言表达 ,字数不仅要少一些 ,而且在

字词选用上 ,必须下工夫 ,做到字斟句酌 ,反复推

敲 ,少些修饰 ,少些点缀 ,少些描述 ,力争以最经济

的笔墨表达最丰富的内容 。大学校训应琅琅上

口 ,符合学校 、师生的实际 、体现学校文化特色 ,这

样更易于老师和学生掌握 、理解 ,并将其运用到日

常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 。既要有深刻的立意 、崇高

的目标要求 ,又不是遥不可及的;既要让师生感受

到它是可以实现的理想境界 ,又如师生前进中的

一盏明灯 ,能给予师生强烈的号召和积极的引导。

(四)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合目的性属于主观的范畴 ,合规律性属于客

观的范畴。大学校训合什么目的?人的全面发展

之目的和大学运行和发展之目的;又合什么规律?

人的心理成长之规律 、高等教育之规律和大学的

本质逻辑。因此大学校训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

的统一就要求大学校训既要以人和大学发展为目

的 ,又要遵循人的发展及高等教育的规律和大学

的本质逻辑 。

大学校训体现的是学校办学理念和精神 ,所

以在校训文化的营造中 ,一定要目的性非常明确。

明确校训的内涵和实质 ,在制定校训时必须做到

以高等教育的功能作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学

校的科学定位作为其依据 ,以学校的办学理念和

培养目标作为其根本 ,并充分体现和反映学校的

特色和个性 ,这是营造校训文化的根本和关键所

在 。此外 ,大学校训的建设还要以 “人 ”的完善为

出发点和归宿 ,这也是 “合目的性”的表现 。

同时 ,大学校训的建设要遵循教育的规律 、现

代高等教育规律 、人发展的规律 ,尊重教育对象 ,

遵循科学方法 ,还要符合大学的本质逻辑。唯有

大学校训 “合规律 ”,才能行之有效 ,才能实现目

的 , “合 ”于目的。

通过对大学校训本质和建设原则的认识 ,我

们可以发现 ,一方面大学校训对外关乎学校形象 ,

对内关系到学校的办学思想 、办学风格 、人才培养

目标等等;另一方面大学校训建设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 ,从创建来源的选择到陈述内容与表达形式

的确定 ,再到颁布宣传 ,这其中的每一环节都直接

影响着校训实际作用的发挥 。因此 ,大学要重视

校训建设问题 ,正确认识校训的内涵 、地位 、作用 ,

将校训建设制度化 、规范化 , 充分发挥校训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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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aloftysoulandtoproduceinnovativetalentswithadventurousspiritanddistinctivepersonalityoftheir

own.Soinordertoproduceinsightfulcreativetalents, theuniversityshouldavoidbeinginstrumentalized,

which, however, isactuallybeyondtheabilityoftheuniversity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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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universitymotto, ahighlyconcisemaximformulatedonthebasisoftheschool-runningpractice

oftheschoolandaccordingtothesocialobjectivesandtheessentiallogicoftheuniversity, embodiestheinde-

pendentidea, thetraditionalspiritandthecharacteroftheschoolandfunctionsasguidance, standardization

andencouragementforthebehaviorofteachersandstudents.Itshouldconformtotheessenceoftheuniversity

motto, withoutwhichitcannotachieveitsfunctionsandwilldeviatefromitsoriginalintention.Itsessencede-

cidesthatitshouldrealizetheunificationofcommonnessandindividuality, theunificationofinheritanceand

innovation, theunificationofrationalityandmaneuverability, andtheunificationofconformitywiththepur-

poseandconformitywiththelaw.Andthesefourunificationsareactuallytheprincipleandthemethodologyof

formulatingauniversitymo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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