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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呈现出年龄成年而心理未成年的心理晚熟特征。

通过公开化、仪式型、契约性质的环境建设，打造出对个体向好性引导的环境。

大学生培养过程中，也要根据不同目标以及个体的不同需要给予选择性激励。

基于学生发展目标下的大学公共环境构建

人总是看到局部的环境， 人的自我和这个局部环

境发生相互影响， 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世界的认

识、对个人的看法，称之为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有一

部分是被我们察觉的， 有一部分是不被我们察觉的，
后者被称为“内隐自我”。人们通常总是被内隐自我指

挥，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内隐自我也依赖于环境

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生至少要在大学校园生活四年

的时间，大学校园的公共环境对于个体的成长具有巨

大的影响作用。 大学需要通过公共环境氛围的营造，
对大学生的成长进行引导和影响。

公共环境构建的三个层级要素

公共环境是指群体公有的环境。 大学校园中的公

共环境一般指大学中为全体学生共有的物质和非物

质要素的总和。 大学教育对象的稳定性、个体发展的

可能性，以及不同学校学生的群体差异性是公共环境

构建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存在着具有递进关系的三

个层级要素。

1.大学生群体的共性特点是第一层要素

大学阶段的学生年龄普遍处于 17-23 岁，属于青

春期后期，正是人的社会化发展的高峰阶段，通常表

现出一定的共性特点。 一是追求自我和个性发展。 他

们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强调自我满足，关注自我需

求，追求自我发展。而相对来说，集体主义观念较为薄

弱，一定程度上缺乏集体荣誉感和奉献精神。 二是开

放性强，喜欢挑战和改变。 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社会生

活方便大学生接触海量信息、 学习更加多元的知识，

因此他们更加开放，对社会的了解更加丰富。但同时，
获取信息方式的个体化使得他们对于他人的接纳程

度和包容性略显不足。 三是心理晚熟。 大部分大学生

年满 18 岁，虽然是成年人，但受家庭环境、个人生活

阅历等方面的影响，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自我认识、
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等方面还不能很好地按照社会

化要求进行，呈现出年龄成年而心理未成年的心理晚

熟特征。

2.大学生自我成长的可引导性是第二层要素

大学生自我成长的引导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通

过榜样力量示范带动；二是通过情感驱动、利益拉动

的从众效应引发；三是通过公开的仪式或承诺提升个

人成就动机来激发。
研究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及媒体中看到的东西

决定了我们的行为。 因此谁控制了社会榜样，谁就控

制了行为。 人们的学习会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特别

是受到与自我成长相关的示范事物的影响。因此我们

可以通过公共环境的构建， 不断推出一系列榜样力

量，作为整个公共环境建设的引领者，从而拉动整体

的环境氛围。
从众心理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

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公众舆论或多

数人的行为方式。通常人们因为有担心偏离集体的心

理，所以大部分时候要和他人保持一致。 因此公共环

境构建时可以通过情感驱动、利益拉动等方式，引发

整体环境创设出积极向上的氛围， 再利用从众心理，
使大家因环境而产生一定的积极行为。

公共环境中的个体因为有社会赞许性的心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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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此通常都是向好行为更多。 比如人们都会在公

共环境中试图证明自己优秀强大。 因此，公共环境构

建中，要尽量通过公开化、仪式型、契约性质的环境建

设，打造出对个体向好性引导的环境。

3.问题导向的群体针对性是第三层要素

公共环境的构建需要以问题解决为导向，通过公

共环境中的各个环境要素构建，引导学生明确自身定

位，激发学生自我内生动力。
北京市属普通高校的生源有些较为明显的共性

特征。 例如，与“985”和“211”院校的学生相比，市属院

校的学生在自我激励、自我约束方面的能力要略微差

一些。这种动力不足、有待觉醒的心理特征，反而让他

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公共环境构建的四条基本路径

公共环境构建的目标是希望聚焦学生的注意力，
让大家都关注于公共环境构建的核心层面———通过

环境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享受大学的福利，从而达到

长身体、长知识、长才干的目的。公共环境构建的基本

路径可以从传播语境、关键时刻、集体行动、激励措施

四个方面来创设。

1.创设社会化、时尚化传播语境，拉进与学生的

心理距离

社会化传播突出非权力影响力的发挥、去格式化

的运行方式和时尚的语境表达。 在公共环境构建中，
学校要充分考虑年轻一代的语境特征， 通过新奇、简

洁、网络化、自由化的语言词汇，来表达主流价值观倡

导的意义， 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校园正能量。
在传播手段上， 需要运用新媒体平台加强宣传和教

育，以有意义、有意思作为传播的指导理念，通过拉近

与学生的心理距离有效影响青年学生。

2.抓住关键时刻，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一般认为，大学新生入学的前八周是一个“关键

时刻”，称之为“黄金八周”。 在这个时段，公共环境构

建需要紧紧围绕新生对大学的适应性问题展开。大一

下学期开学的前两周是又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个时

段，公共环境构建需要紧紧围绕对大学的深层次认识

问题展开。大二开学前被认为是防治“大二低潮期”的

“关键时刻”，在这个时段，公共环境构建需要紧紧围

绕大学二年级的学习、生活，从定位、方法和习惯养成

等角度展开引导。 无论哪个“关键时刻”，学校都需秉

承问题导向、需求出发的原则，有针对性地构建公共

环境，营造适合的成长氛围。

3.组织化推进，让个体在集体中获得福利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付出，有的

时候不用付出也会得到集体公共利益，这就是“搭便

车效应”。 提高公共环境构建的影响效果恰恰可以利

用这一“搭便车效应”，注重组织化推进，通过公共环

境的舆论攻势，使得公共环境之下的大学生在社会压

力之下，能够通过“搭便车效应”获得自我成长。 例如

可通过组织化推进晨跑晨练活动，让不想早起的学生

也必须跟着早起。在“便车”上通过集体压力使学生产

生从众行为，从而达成自我提升的效果。

4.选择性激励，提升主体积极性

集体的激励很多时候不能够很好地激励个体，需

要针对不同的个体给予不同的刺激。大学生培养过程

中，也要根据不同目标以及个体的不同需要给予选择

性激励。激励的方式是多样的，可以是经济激励，也可

以是荣誉激励、声望激励、地位激励等。

公共环境构建的实践探索案例

北方工业大学从学生的具体特征出发，结合北京

市属普通高等院校特点和实际教育任务， 打造了以

“OYTF 我要腾飞” 为主题的贯穿大学四年的大学生

发展引导公共环境构建计划。

1.以“OYTF 计划”为核心构建公共环境格局

大学一年级实施 O（Original）计划，做好新生适应

性教育。 这一阶段学生工作的关键词是“规则”。 O-
riginal 强调一年级的同学把应试教育的经验归零，站

在新的原点上， 认真分析自己现在和将来的样子，有

意识地持续改善内隐自我。同时结合大一阶段相对是

“生人社会”的特点，学校在帮助同学们认清大学生活

的风险点的基础上，及时开展个人目标与集体规则的

约定活动（Oath），引导学生在公开承诺中挖掘成长动

机（Open book），努力帮助他们积累磨练意志的体验

和经验（Osmosis），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养成

良好习惯，开始全新旅程。
大学二年级实施 Y（Yes We Can）计划，以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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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克服大二期间的各种惰性心理为重点，在强化心理

辅导的基础上，重点做好思想引导，持续提升学生的

成就动机。 一是明确一个定位，通过阶段性目标的设

定，创造自我成长需求，帮助学生形成内在动力；二是

展开两项修炼，改善心智模式及学习系统，帮助学生

提升认识， 优化和固化动力； 三是消灭三个敌人，即

“嫉妒、猜忌、依赖”，帮助学生修正动力，养成良好的

人际交往能力，形成和谐向上的校园氛围。
大学三年级实施 T（Target）计划，做好职业规划

教育。 这一阶段学生工作的关键词是“目标”。 Target
代表目标，即引导同学明确职业目标。 学校强化创新

创业的引导力度和考研的帮扶力度，帮助学生进一步

加强专业知识学习，提升职业技能，积累职业经验，确

定毕业后的发展方向。
大学四年级实施 F（Fly）计划，做好毕业前教育。

这个阶段学生工作的关键词是“责任”，即帮助学生明

确社会责任，结合自身兴趣建立合理的就业观，使学

生根据自己之前制定的目标有针对性地进行冲刺，成

功走向社会。

“OYTF 我要腾飞”学生成长行动计划，总的线索

是动力打造，O 计划的重点是发现自我，Y 计划的重

点是提升自我，T 计划的重点是实现自我，F 计划的重

点是超越自我。这项机制的每一步都结合学生不同阶

段特点而展开， 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 “落细、落

小、落实”。

2.“OYTF 计划”组织化推进中环境构建的载体建设

第一，集中宣讲“新生引航行动”和“军训深海行

动”，引发发酵效应。学校针对一年级学生开展一系列

讲座和活动，以构建班级、宿舍氛围为核心，以带动班

级、学院学风为目标，实施“O 计划”。 针对二年级学

生，开展“Y 计划”，以军训为契机开展大规模的宣传

教育活动，并在军训后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鼓励

学生开阔眼界，提升境界。
第二，开展“相约晨光”活动，发挥优质学生的带

动效应。 “相约晨光”系列活动倡导学生每天早上与晨

光相约，积极开展晨读晨练，重在引导和鼓励学生养

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优秀同学能引领、带动身边

的人，让更多的学生通过坚持养成优秀的习惯，让优

秀习惯成为一种风尚，进而辐射校园文化。
第三，开展“复盘会”，激发集体学习的从众效应。

“复盘”是围棋术语，指对局完毕后，复演该盘棋的记

录，以检查对局中招法的优劣与得失关键。 复盘会就

是在做完一件事情之后，把整件事情从头到尾回顾一

遍，结合学生最初做这件事情想达到的目的，对所做

的事情进行分析、概括和自我批评。学校依托班会、主

题党团日等活动， 通过集体情境下的个体与群体反

思，引导学生不断改善心智模式，学会系统思考，努力

克服集体相处中的不良心理习惯，引导学生在相互学

习、集体学习中反思和成长。
第四，专项开展“攻科营”活动，激发落后学生的

聚光灯效应。 通过对学生的访谈发现，部分学业有困

难的学生是因为一时松懈后无法赶上已经落下的学

业而产生习得性无助感，其内心追求卓越和优秀的本

能激活了自我防御系统， 进而出现自我放弃的行为。

“攻科营”活动秉持不抛弃、不放弃的理念，将这部分

学生集中起来，以共同学习的形式，激发这部分学生

的学习动力，帮助其转变学习习惯、改善学习方法。让

困难学生的困难公开化， 让克服困难的方法透明化，
让困难不再成为借口，才能有效克服学生学业困难。

3.“OYTF 计划”取得的效果

通过实施“OYTF 计划”，学生的成长动力不断增

强，心智模式不断改善，能够系统思考大学的学习、生

活， 增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 学校

2015 年开展的调查显示，“OYTF 计划”的一系列活动

使 73.04%的学生养成了早起习惯，76.46%的学生养

成 了 吃 早 餐 的 习 惯 ，76.85%的 学 生 能 够 按 时 上 课 ，

64.76%的学生能更加主动地学习。 2015 年首都高校

教学质量和学生发展监测项目组报告显示，学生对于

自己所在院系和学校的评价积极， 满意度分别达到

86.8%和 87.9%，高于首都高校和其他一般本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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