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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西方国家
大学文化传统中的大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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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大爱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西方大学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以教育爱人精神为核心

和灵魂的大学文化本质上已经具备了大爱精神的某些元素。本文从基督教神爱精神和人道主义博爱精神影响
的背景出发， 探讨了西方大学文化中的教育爱人精神， 并提出了对我们当前建设大爱精神文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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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西方大学文化产生于宗教文化浓郁的中世纪 ，

神爱精神是基督教的灵魂。在基督教中， “上帝是爱之

宗教神学思想不仅是当时社会文化的精神核心， 更是当时

神， 耶稣基督是爱的具体体现， 与此相适应， 基督教则是一

大学文化的核心。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宗教在大学的影响

种爱的宗教”①， 基督教学说中的爱的关系可以具体概括为

逐渐衰落， 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神爱（ Ａｇａｐｅ ） ， “神爱是一种自我主动给予的爱， 既可以是上

逐渐兴起并成为大学文化的主导价值理念。人道主义理念

帝对人之爱或人对上帝之爱， 也可以是人对自己同胞之爱，

在和基督教神学斗争的过程中不断与神学思想相融合， 共

无论这种爱的表现形式如何， 它都必须是一种发自内心、出

同构成了西方大学文化发展的核心力量， 为西方大学文化

②
自灵魂的、具有主动给予性质的爱”
。在西方宗教文化传统

中教育爱人精神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 上帝爱人的目的在于使人们信仰上帝， 追求至真至善的
高尚道德， 完成自我救赎和皈依。西方大学自产生之日起就

一、西方国家大学文化传统中爱人精神的主要内容

把大学教育的目的定位于使人明了世界存在的根本原因在

西方国家大学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爱人精神突出表现为

憬和爱戴， 使人成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 信仰基督， 成为基

于上帝， 世界是上帝的创造物， 培养人内心深处对上帝的憧
基督教的神爱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

１． 维护传统的基督教神爱精神

全过程中。

督的子民。基督教神爱精神除了要求信徒具备爱心之外， 还
要求信徒具有高尚的基督教责任意识。首先， 具有知识的人

突破， 又要求有相关的制度变革， 新的机制的构建， 更需要

３． 完善学校各项管理制度， 建立以生为本的激励约束

广大高校教师坚持不懈地践行之。

机制。以生为本的思想必须通过切实有效的具体的制度和
机制来保障落实。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坚持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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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也是实践以生为本教育理念的重要载体和手段。
总之， 实践以生为本的新型价值观， 既要有教育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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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阅读圣经、才能信仰上帝。其次， 广泛开展传教活动， 使

既是大学的独特风景， 也是大学进行神爱教育的重要场所。

基督教的神爱精神成为大学的主导精神， 宣扬基督的神圣

在各种校园活动中， 仍保留着大量的宗教仪式和生活习惯，

与伟大， 使人皈依基督教。再次， 要求追求科学真理。大学

培育他们的神爱精神。西方大学以宗教文化的形式构筑的

“以高深学问特有的文化生活和知性生活， 实现着对大学生

大学文化氛围， 对推动大学爱人道德教育产生了重要作用。

③

群体的‘心灵指引’的职能” 。

２． 校园社团文化丰富多彩。社团文化是培养学生博爱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这种从抽象概念出发， 而不是从现

精神的重要途径之一， 西方国家大学校园中社团组织多种

实出发的关于爱的理念， 只能是人间对天堂的幻想。也正是

多样、性质各异， 为学生各方面才能的培养和爱人精神的培

这种虚幻的爱， 在西方大学中表达着它所倡导的爱人之心、

育营造了浓厚的社团文化氛围。社团活动的内容涉及政治、

爱人之行和爱人之责， 体现了教育爱人的本质要求。这种爱

宗教、社会、文化、艺术、科技等各个方面， 不仅起到了交流

与人类本质之爱相契合、相一致， 从而为信徒们所接受、所

学术思想的作用， 而且能广泛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在加拿

颂扬， 成为爱人精神在西方大学文化中颠倒的表现形式。

大， 学生参加各类社会服务活动， 加强在社会实践中锻炼能

２． 弘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

力已成为一种时尚。在美国， “学生社团很多， 而且内容庞

“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总体概念， 是指文艺复兴时 期 以

杂， 形式多样， 活动频繁， 注重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对世界的

来， 研究人的本质和价值、人和世界的关系等人的问题， 并

⑥
认识”
， 借此来养成他们的价值观。在这样的环境中， 学生

从抽象的人、人性出发去说明人类社会乃至世界历史发展

获得的不仅仅是素质和能力， 更重要的是一种爱人爱己的

④

的近现代思潮。” 在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中， 为了把人从封

团结意识和集体协作精神， 为学生形成爱人如己、爱人有序

建统治和神学观念中解放出来， 人道主义者以自由、平等为

的行为和习惯提供了机会和途径。

手段， 广泛宣传博爱精神， 强调人的天赋权力， 以爱的另一

３． 注重民主法制观念培养和制度爱人教育。民主、法

种形式表达了对人价值和尊严的承认和重视。首先， 否定神

制是维护自由、平等权力的制度工具， 更是进行爱人教育的

学的世界观， 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确立了人在世界中的主

手段。在日本， 自学生入学的第一天起， 学校就向他们灌输

导地位， 从而把人神颠倒的世界观又重新颠倒了过来， 体现

在学校应遵纪守法的思想。广大的“教职工往往以身作则，

了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其次， 提倡人的自由和平等， 提倡个

从教授、管理人员到一般职员， 都表现出了良好的敬业精

性解放。资产阶级学者认为， 人不仅天生有自由意志， 而且

神， 在校园中形成了讲礼貌、守纪律的良好风气， 培养学生

是天然平等的。“每个人按其本性就该拥有各种 ‘自然权

的事业心， 使他们养成良好的文明举止习惯”⑦。“日本的教

利’， 这些权利在政治法律上就表现为人权和公民权。”⑤再

师们相信， 学生尊重社会和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 个人利益

次， 提倡博爱精神。爱人就要尊重人， 勇于担当起自己应尽

服从集体目标， 勤奋、自我批评、有组织、有纪律的学习和工

的责任和义务， 从而形成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良好氛围。

作习惯， 都是可以通过教育和校园文化的熏陶来培养的。这

在大学中尊重人的各种自由权利， 包容不同的、甚至是相互

些价值观、态度和习惯， 不仅对课堂学习有利， 而且对成年

冲突的学术观点， 营造独立和自主从事学术的环境。

后的生活都是十分重要的。”⑧西方大学的学校纪律是国家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虽然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价

整体法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学生违反了纪律， 意味

值， 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但是它所包含的自由、平

着同时也触犯了法律， 最后要通过法律程序加以解决， 借此

等和人权等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 在某些方面反映了社会

来培养他们的民主、法制观念， 养成尊重法律、尊重他人的

发展对人性的渴望和个性解放的要求。它和基督教神爱精

习惯， 为形成热爱社会、热爱他人的意识起到了引导、强制

神一起共同构成了从精神信仰到与现实权利相结合的爱人

和规范作用。

氛围， 为培育西方大学文化中的教育爱人精神奠定了基础。

４． 重视引导学生参加社会服务实践。目前西方国家的
大学都十分重视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一些学

二、西方国家大学文化传统中爱人精神形成的主要特

者认为“参加社区的或校内志愿服务工作， 是大学校园文化
中对于学生进行教育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其目的在于使

点

学生们认识到他们自己并不仅仅是具有独立机能的个人，

１． 神爱精神与大学文化融合统一。神爱精神充斥着大

而且还是一个更大的社会群体内的成员， 而且他们对这个

学文化的方方面面，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大学人， 是影

⑨
群体要尽一定义务”
。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使学生能找

响西方大学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即使在科学

到工作， 而且使为学生们日后的生活有尊严和目标； 不仅仅

技术发达的今天， 西方大学仍然高举宗教神爱的大旗， 对大

⑩
是向学生传授知识， 而且是为使这些知识用于人道的目的”
。

学人进行宗教教育。西方大学中至今保留着大量的基督教

美国校园和社会都很支持学生开展为伤残人服务、为移民

宗教设施， 众多古雅的教堂和精美的宗教图画随处可见， 这

子女提供外语训练、为监禁青年进行指导等社会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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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校在加强思想理论灌输的同时， 也注重进行实践教

集体事业和公众利益不够热心， 甚至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

育和养成教育。多数高校有自己的校歌、校徽和校史展览

他人的利益。尤其是各种社会思潮大量涌入校园， 给大学的

馆， 在展览室和教师走廊里悬挂着历任校长的照片， 以培养

思想造成了混乱， 从而使整个爱人文化建设呈现混乱状态，

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近些年来， 日本学校还吸收社区居民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爱人教育的实际效果。因此， 我们在

参加学校教育活动， 对发挥校内外育人的力量， 共同完成教

进行大学大爱精神培育时要注意正确的引导和规范， 避免

育的根本任务起了积极的作用。

各种不利因素对大爱精神的影响， 使大学大爱精神培育走
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三、西方国家大学文化传统中爱人精神形成的启示

４． 在推进大学社会化的同时， 要避免社会文化对大爱
精神的负面影响。西方国家的大学文化是一种开放状态的

１． 爱人精神的形成， 要注重从历史文化中吸收丰富的

文化， 它逐步与社会文化相融合， 导致其中的爱人精神影响

营养， 注重“信仰”教育。信仰是对某种观念的“极其信服的、

弱化。各种社会问题在校园内部都得到了反映， 校园暴力、

尊重和崇敬的态度” 。信仰具有执著和热烈的特点， 人的信

吸毒、种族歧视等问题非常严重， 这些现象和问题都是大学

仰一旦形成， 往往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人生信仰是一个人

文化育人功能弱化的表现。当前， 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在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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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支柱， 爱的信仰是爱的行为的持久动力， 是爱心和责

大众化， 大学文化中的价值追求越来越多样化， 受社会的影

任的基础， 对于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西方大学

响也越来越大， 这些都对大学文化中大爱精神的弘扬产生

都非常重视宗教道德和资产阶级价值观对人生信仰、信念

不良影响。要避免西方大学爱人文化建设出现的问题， 就必

的影响和教育作用。它们把传统的宗教价值观以及进入资

须强化校园文化的主导作用， 弘扬有益的校园文化， 同时也

本主义社会以来形成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价值的资

要积极面向社会， 正确引导大学文化发展。

产阶级人本观同大学文化相结合， 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爱人

西方国家大学爱人文化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大爱文化

精神内容， 并力求把这种精神转化为学生的信仰和人生观，

建设具有直接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如何借鉴西方国家大学

从而使大学的爱人精神具有了信仰的意义， 使西方国家核

中爱人文化建设的经验， 并尽量避免产生不利的影响， 更好

心价值理念的传播有了可靠的保证。这一点对我们今天充

地推动我国大学大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这正是我们在弘

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来推进大学文化中大爱

扬大爱文化的过程中应着重思考的问题。

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２． 要利用文化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营造充满爱心与
责任的大学文化氛围。大学社团文化是西方各国大学进行
教育的一大特色。学生通过形式多样的社团文化活动， 不仅
培养学术精神， 而且对于发展个性、增强自我意识， 学会沟
通、交流、团结、合作， 提高创新、创造和实践能力， 以及形成
积极向上的健康人格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教学过程
中， 教师可“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能力水平和个性特征去
探寻适合自己的教学模式， 创立自己的教学风格， 以个性化
的教学影响着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而学生也可以完全根
#
$
!

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在弹性学分制和选修课基础上选择适
合自己的课程内容， 选择不同风格的教师， 从而使学生的学
习呈现出极大的自主性和个性。因此， 西方大学利用校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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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来培养和教育学生的做法， 对于加
强我国现在的校园社团文化建设， 改进和创新我国大学文
化中大爱精神的培育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 作者： 河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河南焦作

４５４０００）

３． 要正确引导大学文化中大爱精神的形成， 避免产生
不良后果。西方大学的基督教神爱精神始终是一种宗教信
仰， 它以各种非科学的理论和观念为基础， 阻碍了各种科学
观念的形成和传播。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更是
如此， 由于倡导个性解放和自由， 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观
念充斥校园， 这就使西方大学文化中比较重视自我利益， 对

４４ ２０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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