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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到 2009 年底，教育部公布的全国“211 工

程”大学为 112 所。通过对“211 工程”大学校训的

研究，概括高校校训的特征、追溯高校校训的来源。
在 112 所“211 工程”大学的官方网站中，有

94 所大学可以查到校训，比重为 83.9%；有 14 所

大学没有校训信息，比重为 12.5%；有 2 所大学有

征集校训的通告，比重为 1.8%；有 2 所大学无法链

接，比重为 1.8%。本文将以有据可查的 94 所“211

工程”大学校训为基础，展开研究。

一、校训概述

(一) 内容

校训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办学理念、学校特

色、文化传统、培养目标、社会责任方面。有的校训

注重办学理念，如苏州大学的“养天地之正气，法

古今之完人”、南开大学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等。有的校训展现学校特色，如中国政法大学的

“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华中农业大学的“勤读

力耕，立己达人”。有的校训突出文化传统，如西南

大学的“含弘光大，继往开来”、北京体育大学的

“追求卓越”。有的校训强调培养目标，如中国科技

大学的“红专并进，理实交融”、重庆大学的“耐劳

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有的校训彰显社会

责任，如国防科技大学的“厚德博学，强军兴国”、
中国农业大学的“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

有的校训则是上述多方面内容的综合。如中

国石油大学的“惟真惟实”，该校的校训诠释认为

其“折射出石油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是

石油大学“传统精神的外化和延伸”。又如中国医

科大学的“精业济群”、上海财经大学的“厚德博

学、经济匡时”等，既明确了培养目标又突显了社

会责任。而中央民族大学的“美美与共，知行合一”
则是办学宗旨、定位和特色的综合。

（二）特点

校训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风格、主题、时效方面。
就风格而言，趋同有余求异不足。趋同有余表

现为格式相近用词相似，求异不足表现为个性缺

失特色匮乏。完全相同的如中国人民大学和天津

大学的“实事求是”；大同小异的如中山大学的“博

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和华南理工大学的“博

学，慎思，明辨，笃行”、福州大学的“明德至诚，博

学远志”和贵州大学的“明德至善，博学笃行”：相

同词句或短语的如“为人师表”、“知行合一”、“厚

德”、“博学”、“创新”等。求异的例子明显不足，比

较典型的是有些学校通过比喻、排比、对偶、暗嵌

等修辞手法令校训别具一格，如突出地域特色的

青海大学校训“志比昆仑，学竞江河”，借助昆仑高

峰地处青海和长江黄河源于青海的地域特点，用

比喻的方法引导了立志求学的方向；彰显专长特

色的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用

排比的形式道明了师范教育的目标和教师的职业

基于“211 工程”大学的校训研究

夏 秋 a 张晓红 b

（中央财经大学 a. 信息学院； b. 科研处， 北京 100081）

[摘 要]认真研究“211 工程”大学校训的内容和特点，并且从历史沿革、时代印记、引经

据点、集思广益的角度追溯校训的来源，我们可以从虚实相容、新旧相通、知行相符、能效相应

等方面感悟校训应该达到的境界。做好校训教育要抓住利用主渠道、把握切入点、衔接工作链

三大环节。
[关键词]“211 工程”大学；校训；德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 5707（2010）08- 0078- 04

78



特点；北京工业大学的“不息为体，日新为道”、大
连海事大学的“学汇百川，德济四海”、东北林业大

学的“学参天地，德合自然”等也都采用了排比、对
偶的方法；海南大学的“海纳百川，大道致远”，则

在句首暗嵌了“海大”二字；四川大学、北京化工大

学的校训也分别暗嵌了“川大”和“化工”。
就主题而言，相对集中。94 个校训中出现频次

最多的是“学”（36 次）和“德”（27 次），其次是“新”
（20 次）和“实”（19 次）。“学”字出现的频率超过

38.3%，以“博学”为主、还有“笃学”、“厚学”、“精

学”等。“德”字出现的频率达 28.7%，以“厚德”为
主，还有“明德”、“尚德”、“立德”等。“新”字出现的

频率为 21.3%，以“创新”为主，还有“尚新”、“致

新”、“拓新”等。“实”字出现的频率为 20.2%，以“求

实”为主、还有“崇实”、“尚实”、“务实”等。
就时效而言，生命周期长短不一。长则超过几

十年，短的不过两三年，有的尚在征集之中。时效

最长的校训已经面世了八、九十年，如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时效不长的校训主要是近年来重新确

定的校训，如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另

有一些新校训正待出炉，如北京理工大学发布了

校训征求意见方案，提出了“崇德尚行，实事求

是”、“崇德效山，求是学海”和“德以明理，学以精

工”的三个备选；又如中央音乐学院发出了开展

“精神理念讨论活动”的通知，借此形成学校精神

理念的“规范性表述方式（如校训）”。

二、校训溯源

（一）历史沿革

历史沿革有三种情形：一是沿袭本校最初确

定的老校训，如清华大学取自于梁启超 1914 年演

讲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复旦大学由李登

辉校长请前任校长马相伯年在 1915 选定的校训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北京交通大学明确于

1923 年的校训“知行”等。二是在老校训的基础上

增加新的内容，南京大学为 1932 年中央大学时期

罗家伦校长提出的“诚朴雄伟”校训增加了“励学

敦行”、广西大学为 1928 年首任校长马君武亲撰

的“勤恳朴诚”校训增加了“厚学致新”等。三是学

校发展扩大之际重新确定的校训，如四川大学在

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三

所全国重点大学“三强合一”的新格局下提出了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新校训。
（二）时代印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高校重新制订了校

训。由于历史环境、客观形势及思想认识的局限，

出现了大批形式内容雷同、“四词八字”口号式的

校训，选用“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作为校训的高

校竟然超过了 60 所。类似的情况在“211 工程”大
学中也不少见，虽然其中不少高校已经修订了校

训，如华南理工大学由原来的“团结、勤奋、求实、
创新”改为“博学慎思，明辨笃行”，但仍有一些大

学的校训保留了这种时代印记，如南京理工大学

的“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三）引经据典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校训分别摘自

于《周易》、《论语》、《中庸》，四川大学的校训语出于民

族英雄林则徐挂在书房的自勉联，中南大学的“经世

致用”远承思孟学派的“大学之道”、近取明末清初顾

炎武、王夫之诸人之学旨，南京大学的“励学”取自

宋真宗的诗《励学篇》、“敦行”见于《礼记·曲礼上》。
（四）集思广益

高校的校训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 1994 年 6 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颁布了经学校师生员工广泛讨论

后通过的新校训“博学，诚信，求索，笃行”；又如 2005

年 10 月海南大学经过校内征集、筛选、讨论等互动

环节最后敲定了新校训“海纳百川，大道致远”；再如

2008 年 9 月广西大学对所征集校训方案在广泛听取

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三条在全校进行投票，最后得票

率最高的“勤恳朴诚，厚学致新”当选为新校训。

三、校训思考

校训作为校园文化的精髓和大学精神的灵

魂，集中体现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发展

方向。校训所提倡的思维方向和行为规范，是磨砺

师生品行的利器、传承优良校风的基石、引领学校

前行的旗帜。
虚实相容、新旧相通、知行相符、能效相应，应

该是高校校训力求达到的境界。
(一)虚实相容

2010 年 08 月

第 08 期 总第 183 期 实践与探索

79



虚实相容体现为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要努力

改变校训言引古训、字循经典、格式雷同的套路，

既要注重形式，更要突出内容，形式要为内容服务。
有侧重地把办学理念、学校特色、文化传统、培养

目标、社会责任有机地融入校训，做到言简意赅、
独具特色、过目不忘，是高校制定校训的准则。有

些非“211 工程”大学的校训也很精彩，如“穷就于

理，成就于工”（成都理工大学）、“不作假账”（国家

会计学院）、“文舞相融，德艺双馨”（北京舞蹈学院）

等。但也有不少大学的校训忽视了形式与内容及校

情的有机融合，给人的感受是似曾相识、个性全无，

任何学校都可以套用。究其原因主要有四条：一是

缺乏对校训的研究，二是缺乏对特色的提炼，三是

缺乏对现实的判断，四是缺乏对创新的追求。
（二）新旧相通

新旧相通体现为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既要继承

优秀的校园文化，更要根据学校的发展创新大学的

精神。沿袭百年的校训固然显示校园文化的悠久，

而新鲜出炉的校训则可突出校园发展的轨迹。校训

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超越时空延长校训的生命周

期、保持校训的稳定性是高校管理层需要解决的课

题。这方面有不少例子可以借鉴：一是继承，如清华

大学所沿用的校训，强调做人和做学问的基本道

理，其基本内涵是永恒的，但具体指向却可以依照

时空的变化而重新诠释；二是发展，如浙江大学等

高校为老校训增添了新的内涵，使老校训更加贴近

时代和现实；三是创新，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

根据新的校情选定新的校训，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

力求凸显学校特点。也有一些高校在校训的新旧相

通方面存在偏差，比如为强调传统而恢复并不适用

的老校训；或者不断跟风改掉“口号式”的雷同校

训，却又迈入新的“引经据典”的怪圈。校训要保持

长久的生命力，必须做到继承和创新的统一。从全

新的角度诠释老校训，从发展的角度为老校训增添

新内涵，从创新的角度重塑尊重传统、符合校情、超
越时空的新校训，是延长校训生命周期的有效途径。

（三）知行相符

知行相符体现为理念和实践的统一。要努力

改变理念明确而实践缺失的局面。理念是实践的

基础，要让高校师生把践行校训变为自觉的行动，

必须加大校训的宣传力度。一项针对高校校训的

调查表明，256 所高校中，有 80%以上的学校很少

或从未围绕校训开展过活动，有 58%的师生不了解

校训的历史和内涵。甚至，有些校长在被问及本校

校训时竟然都说不清楚。校训如果失去了被解读

的可能和途径，实践就只能沦为空谈。高校应该强

化校训意识，要把校训宣传融入教学活动和校园文

化中，通过入校环节、人文环境、课外活动、网络媒

体等形式扩展校训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规范师生

的言行。校训作为大学的精神和理念，不应该被演

化为某种装饰和点缀。把对校训的认知和践行融

为一体，是高校校训存在的意义所在。不少高校已

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上海交通大学

校长在 2008 级新生开学典礼上专门提到校训“饮

水思源，爱国荣校”所彰显的感恩和责任，希望每

一位交大人，都时刻铭记使命和责任、祖国和母

校、父母和师长，珍惜在大学学习的人生黄金时期。
校训宣传为校训由理念向实践转化提供了条件。
没有实践的校训是不足为训的。

（四）能效相应

能效相应体现为功能和效应的统一。校训主

要有四大功能：一是标志功能，校训陈述的办学理

念是学校的对外标识；二是导向功能，校训倡导的

言行模式是师生的努力方向；三是凝聚功能，校训

明确的发展目标是师生的前行动力；四是规范功

能，校训造就的群体环境是师生的心理默契。功能

和效应是相辅相成的，与校训的标志、导向、凝聚

和规范功能相匹配的是品牌、指导、同化、制约效

应。标志功能通过品牌效应来提升学校形象、导向

功能通过指导效应来领引师生走向既定目标、凝
聚功能通过同化效应来积聚校内力量、规范功能

通过制约效应来营造校园氛围。

四、校训教育

虚实相容是基础、新旧相通是条件、知行相符

是关键、能效相应是目标。校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知行相符和能效相应上，而做到知行相符和能效

相应则离不开校训教育。校训教育要抓住三大环

节：利用主渠道、把握切入点、衔接工作链。
(一)利用主渠道

充分利用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把校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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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列为思想政治工

作的基本内容。高校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校训教育，

要把校训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利用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渠道，通过正规课程、专题讲座等形

式予以落实。在进行显性教育的同时，也要透过物

质、精神、制度、网络的环境路径，示范、教学、管

理、服务的职能路径和学校、社团、实践、咨询的活

动路径展开隐性教育，理论引导和环境熏陶双管

齐下，让校训教育融入师生日常生活，演变为师生

的自觉行动。
(二)把握切入点

准确把握校训教育的切入点。校训教育要从

诠释和解读切入，校训的来龙去脉、内涵外延都要

通过不同载体面对不同层面进行广泛的传播，从

而让师生更加了解、认知、遵循校训。在校训宣传

方面，高校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在本文所提及的

94 所“211 工程大学”中，校训出现在专门的页面

上的有 31 所，出现在学校简介中的有 29 所，需要

通过检索才能找到的有 34 所，高校对校训宣传力

度不足可见一斑。前面提到的校长不知校训、半数

以上师生不明校训含义的情形，正是校训缺乏宣

传的必然结果。也有不少高校在校训宣传方面下

了功夫，如中国石油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等高校都通过官方网站对校训进行诠释；中南

大学、海南大学等高校的官方网站以新闻报道的

形式对校训进行解读，北京化工大学官方网站则

通过转载报纸对校庆的特别报道重申了校训的内

涵；上海外国语大学在确定新校训“格高志远，学

贯中外”后，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包括

专题讲座会谈、“‘爱心 T-shirt’校园校训宣传爱心

义卖”、“新校训英语翻译大赛”等，积极引导师生

深刻、全面地理解新校训的内涵和精神本质。
(三)衔接工作链

积极衔接校训教育的工作链。校训教育工作

头绪繁杂，要使其相互链接形成合力，需要统筹安

排，保证各项工作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促进。首先应

该把握特点宣传校训，要针对在校师生以“70 后”、
“80 后”、“90 后”为主的特点，采取尊重、理解、信
任的态度，采用换位思考、平等互动、讲求实效的

方法，通过课程、讲座、班会、演讲比赛、知识竞赛、
党团活动、文体娱乐、师生交流、校园网络等渠道，

强调针对性、生动性、感召性和互动性，追溯校训

来源、诠释校训内涵，通过介绍杰出校友展现校训

效应，帮助新生代师生在校训的旗帜下，逐渐消除

疑惑、形成共识。其次要通过“全员育人”的实践平

台，使教师职工成为践行校训的先行者，让为人师

表、以身作则成为教师职工的自觉行动，无论身处

领导、教学、管理或服务岗位，都要时时处处用校

训规范自己的言行，用自身的榜样来感染、教育、
引导学生共同践行校训。再次应该营造氛围优化

环境，造就有驱动力的工作氛围，有约束力的学术

氛围、有挖潜力的学习氛围、有吸引力的生活氛

围、有凝聚力的人际氛围，以带动教职工对工作全

身心的投入、促进严谨治学之风的回归、引发学生

潜能的释放、陶冶师生的情趣、推动校园氛围的和

谐，让师生在和谐的氛围中共同参与校训的实践。
与此同时，应该不断完善校训，对校训在概括、认
识、落实上的偏差及时校正，不断提升校训制定的

独特性、校训宣传的广泛性、校训实践的有效性，

让校训在校正、宣传、践行的过程中发扬光大。
总之，校训教育要以宣传为起点创造向心力，

以师德为基点创造影响力，以环境为要点创造感

化力，以发展为重点创造推动力。要把校训教育作

为创新德育内容、丰富德育形式、增强德育实效工

作的核心，加强对大学生的人生指导力度，让博大

精深的校园文化和与时俱进的育人目标在校训教

育之中实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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