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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国学教育的教学内容与模式创新研究——以大连交通大学为例 

刘凤   杨鹰 

(大连交通大学  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辽宁 大连，116028) 

摘要：高校国学教育在注重原典学习的基础上，要注重内容的现实性、生活

性，致力于健康人格塑造。坚持以德为先、正人正己的人格修养教育，与仁爱共

济、立己立人的社会关爱教育相结合。在构建成熟的教学和实践体系基础上，注

重校园文化建设，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教育合力。着力完善青年学生的道德品质，

培育理想人格，塑造以理节欲、身心平衡的生活观，涵养爱国奉献的基本价值观，

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价值观自信，助力文化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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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

值取向的总和，是维系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思想基础。2014 年教育部在《完

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里强调，“从爱国、处世、修身三个层次概

括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多元文

化背景下，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隔膜逐渐加深。正视并继承传统，以传统美德教育引领大学生群体的道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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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当下的大学教育中迫在眉睫。高校国学教育有利于改善大

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综合素质，对思想文化建设与文化强国意义重大；对于我

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也有一定促进作用。因此其教学内容与模式创新，是

必须深入思考与研究的问题。 

 

一、 国学的兴盛与高校国学教育现状 

（一）国学的兴盛与伪国学的乱相 

近百年来因传统文化断层引起的普遍失忆，使道德的迷失成为社会现象，个

人主义逐渐成为某些人(包括青少年)奉行的信条。在全球化浪潮中，民族传统文

化和美德才是中华民族的根，如何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各界共识。从官方

的领导干部国学教育到学术界和各类媒体，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普及国学。以电

视媒体为例，央视 2001 年推出《百家讲坛》，以通俗的方式解读传统文化，迅

疾引发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重新审视。自此电视国学节目如雨后春笋般纷

纷涌现：开心学国学、文明之旅、中华文明大讲堂、国学堂、国学开讲、新杏坛、

国学天空、问津国学、汉字英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华好诗词、最爱是中华……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蕴藏在诗词中的情致，正在唤醒中国人的文化记忆[1]。 

电视国学的兴起，故事趣味悬念互动是一大要因，然而沉潜低调讲内涵的国

学，与浮夸高调博眼球的电视综艺，处理不好也会变成两头不靠的鸡肋[2]。是追

求快乐国学，将学术娱乐化；还是静下心下来认真钻研，一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国学选秀，优胜劣汰，足以表明这是一个作为表演、产业以及学术投

机的国学的黄金时代[3]。 

在民间，全国各地读经班、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培训班也层出不穷。一派繁

荣的同时自然免不了鱼龙混杂，赞誉质疑齐飞。支持者认为在价值观严重缺失的

年代，国学有助于涵养正直刚健的人格，使人生丰盈而有意义。因此，传播的方

式与形式可能千差万别，大可不必囿于一隅、苛责求全。质疑者则各执己见：穿

汉服读经或者写汉字背诗词就能弘扬传统文化？就能繁荣昌盛、国富民强？给父

母磕头、洗脚，孝心和感恩心就能真正生起？这种教育的效果是昙花一现式的短

暂灵魂洗礼还是持久长效的人格涵养？国学真的是万金油，在现代商业管理和企

业经营中真正发挥作用？…… 

（二）高校国学教育现状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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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国学教育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端，至今已二十余年。除个别大学较系

统、具规模外，基本上是各自为政的状态，缺少相关教材与课程体系的建设、教

学内容和方法等的研究，教育流于空泛和理论化，远离日常生活。一方面，是师

资力量奇缺，国学老师应该是精通儒释道兵医艺多门类文化的全才，对学生进行

人格教育。而全国各类学校“国学教师”有多达百万的缺口。为改变这一状况，

2016 年教育部在高校专业设置中首次增设“国学教育本科专业”[4]。 

相比大众国学热、读经热和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年轻一代普遍对传统文化

存在隔膜。由于中小学时期缺乏系统学习，大学生群体对此存在一定认知误区，

反而更容易接受大众流行文化和外来文化影响，传统文化素养不容乐观。大学生

正处在求乐、求新奇的年龄段，与大众文化有近乎天然的“亲缘关系”，是大众

文化最热情的追随者、最狂热的消费者。他们热衷于流行的影视音乐视频乃至网

络游戏，容易迷失在时尚、追星的队伍中[5]。由于语言和时代环境等的不同，在

他们眼里，国学似乎成了僵化的“之乎者也”的代名词。数据调查显示，大多数

学生对国学的概念十分模糊，仅有少数学生深刻理解国学的内容，其中大部分是

文科学生[6]。面对日益西化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我们必须要坚守民族文化之根，

以此来消解外来文化渗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德育是教育的灵魂，大学之所以备受尊重，是因为高校是重要的教育阵地和

思想文化阵地。优秀传统文化虽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或物质效益，但它能丰富精

神世界，增强民族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

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这是国学无用之大用，也是人文无用

之大用[7]。开展国学教育，让学生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建立道德行为规范，有助于

提升文明素质，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二、高校国学教育的教学内容与立德树人的基本立足点 

（一）教学内容的甄选和教材体系的建设 

高校国学教育有专业和非专业之分，非专业学生对国学的接受程度，其实与

普通大众并无多大差异。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当代社会，面对教育的实用性、

工具性倾向，迫切需要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大学教育不仅以知识层次的提高

为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以培养健全人格为首要任务，先成人后成才。各高校可

根据办学条件不同，灵活设置教育内容和重心，抓好普及和开放，扩大教育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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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和实效性。 

古人认为人秉天地精华而生，有思想情感和灵性，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

是一个小天地。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

到和谐统一：天人合一、天人合德。“道”从来就不排斥和远离人，它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乃至一言一行中。它可以至大：一阴一阳之谓

道，也可以是普通的人伦之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8]。只有正心诚意，常反躬自省，仁爱为本，宽恕待人，

不断努力提高认知和伦理水平，才能在精神价值方面赋予生命以意义。 

大连交通大学自 2010 年起，成立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并开设《国学讲座》

课程。为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春风化雨、温润心灵的作用，课程采取专题讲座（4

学时/讲座）的形式，分散在三学年内进行。目前我们一共开设了 14 个专题，学

生可自主选择 8个专题学习：国学概说与群经略说、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禅

文化、史学与史德、解读《大学中庸》、解读《论语孟子》、解读《道德经》、

国学智慧与管理艺术、唐宋词选讲、中国民歌文化、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精神与文

化传承，红楼梦艺术赏析、三国人物的成功之道。为方便教学，着眼于现代语境

的审视和多元文化的角度，在强化原典学习的基础上，强调内容的可读性、现实

性、生活性及趣味性。我们于 2011 年和 2014 年编定出版了《国学教程》（人民

出版社）和《大学生学国学》（中国书籍出版社）。 

（二）立德树人、以德为先的人格修养教育 

一般而言，人的快乐程度和情绪是否稳定成正比。人格修养的起点是从自身

做起，悦纳自我，及时排解内心的负面情绪，涵养良好的情绪智力：喜怒哀乐之

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9]。“中”是对喜怒哀乐等情绪的适中控制：

温和待人，不急躁、不生硬粗暴；善良，不邪恶，不伤害他人他物；恭敬、庄重，

不傲慢轻狂；节俭、朴素，不奢侈浪费；谦虚礼让，不蛮横自私。孟子认为人性

本善，仁义礼智，都不是外部环境给予的，而是本性就有的：恻隐之心，仁也；

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这四种品质“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10]。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总结历代兴亡时强调“德行是才能的统帅，才能是

德行的辅助”，指出：聪察强毅谓之才，正直中和谓之德……才德全尽谓之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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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

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

以为恶。……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

者多矣[11]!  

国学教育就是立德为先—“做事先做人，做人先立德”，正如《大学》开宗

明义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2]。一个人如果没有道德，没有羞耻心，做事则没有底线为所

欲为，不仅不会成为社会和人民所需要的人才，还可能成为一个歪才，可能会因

更高的智力才力而对社会造成更大危害。例如近年来形形色色的高科技犯罪，犯

罪分子利用知识信息和技术资源，快速隐蔽作案，几乎涉及各个领域：伪造各种

证、卡、印章和货币；运用电子技术对移动电话盗码并机；运用机械技术制造枪

支和消声器；利用电脑和互联网散布病素、盗窃银行存款；运用化学原理制造毒

品和麻醉物品…… 

 

三、 仁爱共济的社会关爱教育与家国情怀的培育 

（一）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教育 

当今大学生成长道路较之父辈顺利，也因此吃苦耐劳、甘于奉献、抗挫折能

力等相对较弱，容易自我中心、沉湎享受、喜欢攀比、受挫能力差。幸福感来源

于良好心态与和谐愉快的人际关系，因此要追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与他

人和睦相处，为人和顺，善于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求大同存小异，而不是无

原则地丧失立场、随波逐流。 

要爱人如己，首先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服从礼仪规范，个人自由服从

集体自由。这不仅是维系公共秩序的需要，更是道德素质高低的体现。要时时处

处为别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发生矛盾

首先自我反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13]……只有行事正派、光明正大、坦

荡磊落，方能乐观通达；蝇营狗苟、尔虞我诈只会让人心力交瘁，疲于应付。 

大同社会是古人思想传统中的理想社会，权力公有的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构建推己及人、爱人如己的社会关爱教育理想图景：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1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5]。要求人们赡养孝

敬自己的长辈、抚养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不应忘记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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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没有私心“我为人人”，关怀友爱他人，良好的社会伦理与秩序才得以实现。 

（二）爱国奉献的基本价值观 

自汉唐盛世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领先的大国强国，直至清朝康熙年间综合

国力仍然居世界前列。但在西方如火如荼进行工业革命时，中国没有跟上世界的

步伐，导致后来百年屈辱，连年的战争动荡使曾经富强的中国满目疮痍。新中国

建立后，我们一不怕穷、二不怕苦，自强自立、奋斗不懈地构建与发展社会主义

社会。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崛起的中国再次牵动着世

界的目光。中国经济目前虽有隐忧和阵痛，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稳中有进”

的长期向好趋势十分明朗[16]。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人民的期待，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

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一带一路”正是秉承传统文化倡导的“大

道之行，天下为公”[17]理念，坚持“和为大道”，谋求“万国咸宁[18]”“万邦和

谐”[19]。2016 年 9 月，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开航、中巴经济走廊建成，巴基斯坦

将产生巨大的改变。这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意义重大，相关国家和项

目因此积极效仿跟进。如中泰铁路，中泰克拉运河，中马港口联盟、希腊和斯里

兰卡的港口建设…… 

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全世界最大、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最被

看好的投资目的地，以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701 亿

美元，是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

带动着一大批国家共同发展，正是中国崛起的最直接结果[20]。作为中国人，我们

以祖国为荣！爱国是当代大学生们对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尊严

感与荣誉感的统一。因为小自个人的成长发展大到社会的和谐稳定，都与国家的

繁荣和平密不可分，爱国奉献的基本价值观是当代大学生应当自觉履行的责任与

义务。 

（三）以理节欲、身心平衡的生活观 

90 后大学生群体多为独生子女，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较之父辈优越许多，

部分学生喜欢攀比，追求品牌、奢侈浪费。但是大学生经济并不独立，体会不到

父母赚钱养家的辛苦，伸手向父母要钱时心安理得。某些流行歌曲模拟学生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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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钱且理由众多：和新女友约会，要吃饭看电影（《我要钱》）；班上的人都喜

欢这样比较，没有那些东西就会逊掉（《我需要你的钱》）。甚至连爱情也不再

纯粹美好：没有钱你会爱我吗？如何正确看待物质与金钱，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贪欲无止境，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培养“以理节欲”的自制力尤其重

要。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21]；庄子曰：“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

本而道德之质也”[22]。老子认为人心本是空明宁静(虚静)的,但由于外界的干扰、

诱惑，人的私欲开始活动，因此心灵蔽塞不安。所以必须要“致虚极，守静笃”，

以恢复心灵的清明：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

足，恒足矣。因此做人要像纯净柔和的水一样善良自然，滋养万物而不与之相争，

只有不争不抢，才能真正无忧无虑，接近大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夫唯不争，故无尤[23]。与儒家“节欲”，道家“无为”“不以物扰”相近，佛禅

文化主张以“戒定慧”清除魅惑人心的“五毒”（贪嗔痴慢疑），从而使身心和

谐，不为情牵不为物累。 

 

四、 高校国学教育的模式创新 

（一）丰富国学选修课，探索“互联网+”传统文化教育模式 

“国学”在古代指以“国子监”为首的国家一级的学校,自“西学东渐”后

相对西学而言泛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载体，

表现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价值观与道德伦理观的思想体系。广义上的国学包括历

史、哲学、宗教、伦理、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礼俗、术数、医学、

星相、建筑等。狭义上的高校国学教育应包括国学经典、传统艺术和民俗文化三

部分。因此，要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与传承创新，以丰富的选修课资源，

弥补第一课堂教学内容和时间固定的局限性，建设成熟的本科教学体系。目前，

大连交通大学开设的传统文化选修课涵盖了经典研读、民间艺术和文化欣赏：中

国传统道德经典选读、中国民间艺术欣赏、剪纸艺术、篆刻艺术理论与实践、京

剧艺术赏析、红楼梦艺术赏析、回望先秦诸子、回望诗风词韵、回望春秋点评历

史、回望战国点评历史、三国智谋研究、钢笔行草书法、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

大学生户外素质拓展训练、金刚经说什么…… 

为进一步开阔学生眼界和见闻，扩大知识面，共享优秀的网络课程资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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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交通大学自 2015 年起，引进了超星尔雅、高校邦、智慧树等国内先进的慕课

平台的系列通识课。“互联网+”模式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图像

影像资料，使国学教育更生动鲜活。目前尔雅和高校邦通识课以学生自主学习为

主，课程包括国学素养、美术鉴赏、音乐鉴赏、陶艺、中西文化比较、神韵诗史、

诗经爱情诗十二讲、书法鉴赏、戏剧鉴赏、现代礼仪；智慧树通识课则师生共同

参与的混合式学习和学生自主学习两种形式兼具。课程包括艺术与审美、人文与

医学、王阳明心学、古典音乐欣赏、笔墨时空——解读中国书法文化基因、公共

关系与人际交往能力、美学与人生、丝绸之路文明启示录、生命教育、思辨与创

新…… 

（二）多部门合作，建立有计划可持续的实践体系 

国学教育涵盖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两大层面，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知识的灌输

传播。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沟通校团委、思政部、学生会、学生社团部等部门，

建立持续长久的国学教育实践体系。通过网络建设、知识竞赛、文艺汇演、名家

讲座等，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教育合力。使传统文化精髓内化于心，外现于行，真

正融入实际的生活与学习，指导学生为人处世。 

我们建立了国学教育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广泛收集相关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

拓展学生自主学习平台；每年组织和完成名家讲座 10 场，举办师生书画联展、

写春联送福字等活动；举办“国学教育精品活动月”，迄今为止连续 5 年举办辽

宁省社科联文化周“国学知识竞赛”，连续 10 年参加辽宁省大学生艺术展演、举

办学校大学生艺术团汇报演出等活动，把课外学习与竞赛活动相关联，为学生实

践项目提供验证平台和保障。 

（三）依托国学教室和国学社团，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 

2016 年大连交通大学建立国学教室，进行了系列传统文化传承研修活动—

—如书法篆刻、焚香茶道、汉服表演、棋类博弈、民歌欣赏、古琴溯源与鉴赏。

大连交通大学国学社团包括书画协会、国学社、汉服社、武术社、民乐社、乐在

棋中棋文化社团等。社团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大学生觉得传统文化离他们并不遥

远——书画协会每年举办“承新杯”书画比赛，参加“金台杯”世界大学生书法

大赛；武术社同学身手不凡、技艺精湛让人过目不忘；民乐社的丝竹声声、余音

缭绕让人情愿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汉服社演出的舞台剧《香菱学诗》带大

家重新回到红楼的世界里，体会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心酸，感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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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对学诗的渴望和执着；国学社演出的“三国”舞台剧又把历史的风云际会，真

实地呈现出来；“商鞅变法”舞台剧，则把实行变法、富国强兵的治国理念，淋

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在学习传承传统文化艺术的同时，要注重对传统民俗的继承发展，挖掘传统

节日的意义，留住民族的记忆。将清明节与介子推的有功不受禄，勤政为民；端

午节和屈原的爱国情怀，联系起来。汉服社在每年端午都举行祭祀活动，祭祀典

礼分为汉舞表演、国学朗诵、端午祭礼、陶笛独奏、戏曲表演 5个环节。过程繁

复庄重，场面持重典雅。并为大家准备雄黄酒和艾草水、端午节彩绳和驱毒香囊。

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屈原的缅怀和对其崇高爱国主义的敬仰，另一方面，希望借

古礼唤回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关注，留住端午节的文化味道。 

总之，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伦常道德阐释人生价值和意义，国学教育提倡的不

是遥不可及的圣贤教育，而是切实可行的公民道德教育。因此教学内容要以人格

培养和德行砥砺为核心，增强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感召力。在实践中引领大学生

树德立才，提升综合修养与精神境界。使学生领悟人生智慧，学会生活艺术，将

古老智慧加以转化，用以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困惑与问题，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和敦厚善良的心性。从而更好地做人做事、工作生活，最终实现精彩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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