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济
大学

文化， 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
量。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每个中国人
打上了精神烙印，也是每一个人精神滋养的源
泉。中华传统文化的最核心内容也已成为中华
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
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很有益处。 而且，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理解
的深刻与认同， 将深刻地影响我们民族的未

来。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关系中华民
族的“根”之所系、“魂”之所牵。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 上海市教委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育人功能，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落细落小落实， 通过开展校园文化活动、

组织校园文艺创作、 策划文化主题实践等加
强载体建设， 连续五年开展 “礼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系列活动。

五年来，全市各高校积极响应、创新实践，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部分项目在教育部举
办的传统文化教育项目挖掘与推广活动中成
为示范、特色展示项目，为进一步推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示范。这些丰富多彩的
活动，不仅使传统文化在高校校园里得到了充
分展示和传承，并辐射到全社会。

复旦
大学

京昆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精
髓， 在青年一代中加强国粹艺术的传
承，是当下高校文化育人工作的重要内
容和基本使命。 复旦大学践行高雅艺术
进校园，推动普通高校京剧艺术教育并
以京剧这一“国粹”作为传播和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的抓手， 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最初的京昆融入大学文化到现在，复
旦大学打造以书院为载体的传统文化
育人大平台。

从 1997年开始，复旦大学就在本
科教育中尝试着引入京昆艺术教育课
程，2005 年， 本科通识教育改革，自
2007年起，“京剧表演艺术”作为核心课

程纳入通识教育第六模块“艺术创作与
审美体验”模块，建立长效机制。

传统文化不仅仅在京昆艺术中，

学校还通过发掘百年名校与国家共存
亡的校史资源、开展经典阅读等，在全
体大学生中开展传统文化育人工作。

学校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以
书院为载体， 围绕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
内核，开展“书院传统文化月”、“经典研
读计划”、“老校长大师剧”等系列品牌活
动，提升传统文化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引
导学生提升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搭
建德育和智育、 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协
调发展的传统文化育人大平台。

周一到周日， 从先秦哲学专题到当
代中国文明， 同济大学学生已经习惯了
在图书馆大厅和校园网主页公告寻找这
张特殊的“课程表”。 这是同济大学党委
宣传部与图书馆共同建设的闻学堂，“课
程表” 中列出的则是闻学堂在每学期开
设的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讲座。 从 2014

年开始的“闻学堂”到现在的经典阅读等
系列活动， 同济大学的经典文化教育影
响了校园里的每一个人。

作为面向大学生开展中华传统文化
教育的公共平台， 闻学堂是重点建设项
目之一。学校力求以此为依托，创造更多
更好的条件， 让大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的
熏陶，提高艺术、美学、人文素养。闻学堂
在空间设计及环境布置上， 集中华传统
文化的文献阅览、 展示、 研讨功能于一
体，充分发挥环境育人作用。并先后开辟
了 “闻学讲堂”、“闻学展堂”、“闻学课
堂”、“闻学知行堂”、“闻学雅集堂” 等活
动平台， 通过举办中华传统文化主题展
览，开设传统文化相关的校内选修、专业

课程，举办国学研讨讲座沙龙等，满足广
大师生多角度的文化需求。

而学校开展的经典阅读，其中“复兴
古典书院” 就是面向广大师生开展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平台之一。 这一建
设最初源于柯小刚教授的倡议， 他认为
以经史子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数千年积
淀下来的思想， 对于今天的人们仍有着
不一般的价值。

而从历史经典中寻求更多的精神滋
养，用创新手段传唱、传播、传承红岩精
神， 滋养浩然正气， 点燃信仰明灯。 90

后、95后的大学生在排演《红岩》中重新
找到了自己的红岩力量， 更是将这一传
统歌剧《红岩》唱响全国高校校园，

其后，学校还先后组织举办了“‘文
华杯’第四届全国高校京剧演唱研讨会”

“秋韵雅集———同济师生豫园戏曲专场
演出”、上海校园师生京昆演唱会、上海
高校京昆青春汇演、“春色如许———樱花
季沪上高校昆曲青春汇” 等一系列有影
响的活动。

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 “全球华语大
学生短诗大赛” 自从 2014年首次举办
以来就成为品牌项目。 吸引了海内外
828所高校学生参加。 如果说， 这是让
全球年轻人用同一种语言感受文化的
同根同脉， 那么 2017 年首创的 “堂
【TANG】 ·世界博物馆馆长文博讲堂”

文博育人新载体， 更是让学生在了解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学会讲好中
国故事， 让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博物馆
馆长及文博领域专家从历史范畴、 文
化传承和跨文化交流的视角讲述博物
馆里的藏品故事、 治馆理念与文化融
合， 打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
品质平台。

首讲由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带
来的 《故宫博物院的表情》 主题讲座
正式宣告 “堂 【TANG】” 文化育人品
牌的诞生， 讲座面向师生及社会公众
开放， 文治大礼堂千余人座位座无虚
席 。 悠久厚重的文博历史 ， 以 “堂
【TANG】” 为依托， 通过生动的讲座、

璀璨的展览和创新的线上线下衍生产
品多层次地展现， 向观众传达中华数
千年优秀文化的博大精
深。 而且， 通过新媒体
平台的直播， 每场观看
人数达 18 万人以上 ，

是现场人数的 160 倍；

相关图文微博等， 每场
阅读量超过 140万。

“堂 【TANG】” 系
列内容不局限在专题讲
座分享会， 更致力于优
秀文化工作推广和馆际
合作， 推动优秀传统文
化走进高校、 走向社
会， 促使更多高校博物
馆吸收优秀的博物馆运
营管理经验。 目前， 以
“堂 【TANG】” 品牌为

起点， 上海交通大学已先后与故宫博
物院和敦煌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在遗产保护、 文化创新、 人才培训等
多个领域展开长远合作。 举办了首届
敦煌文博研习营，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等十余所上
海高校的博物馆馆长及专家参加了为
期六天的研习营。 并首届高校博物馆
国际培训班在交大举行， 共有来自全
国 20所高校博物馆的 23名代表参与此
次培训， 中外文化火花碰撞， 中华文
明在博物馆领域得到了更多与国际交
流的机会。 同时， 还举办了全国高校
博物馆馆长专题培训班。 为高校博物
馆， 这一培育大学校园人文精神、 塑
造大学文化的特殊教育载体， 提供了
支持。

同时还推出了文化守望者计划， 召
集全球志愿者， 以文化保护与传播为
目标进行知识型文化公益行动， 参与
世界文化遗产的各项保护与传承工作。

首批推出了敦煌守望活动， 还将陆续
推出故宫文化守望者以及台北故宫文
化守望者系列。 建立一座 “可读式”、

“移动式”、 “开放式” 博物馆。

2014-2015 学年冬季学期， 上海大
学就在全国率先推出通识选修课 “大国
方略”， 随后又陆续开出 “创新中国”

“创业人生” 等系列课， 通过 “上大课，

讲大势， 传大道”， 引领学生站在世界看
中国， 积极回应学生对国家的关切， 培
养学生从容的大国自信和坚定理想。 每
学期都是学生火爆抢课， 不时引来 “地
毯族”。

95 后大学生敢于有梦、 勇于追梦，

他们的互联网思维痕迹明显， 对许多问
题有着碎片化的认知。

为引导学生完整、 全面地认识中
国 ， 上海大学策划并经营 “大国方
略”， 注重 “把理论融入故事， 用故事

讲清道理， 以道理赢得认同。” “大国
方略” 立足中国经验和民族命运， 人
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大学生家国情怀，

讲好中国故事。

“大国方略” 系列 “中国” 品牌课
打破以往思政教师 “单兵作战” 的局面，

形成合力育人的氛围， 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拓展到大学四年全时段全过
程全课程。

“大国方略” 系列课开课以来， 学
生抢课出现 “一座难求 ” 。 学生感慨
“‘大国方略’ 竟然可以这么讲！”。 2016

年秋季， “创新中国” 慕课第一次上线
就获得全国 200所大学订购， 约 11万名
大学生选修。

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
证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对于这些古籍
文献的编修和整理便是对中华优秀文化传
统的诠释和创新。同时，这项工作本身也凝
聚着历代学人深沉的学术理想与追求、对
中华文化与学术真知的漫漫求索， 也蕴含
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育人资源。

华东师范大学发挥自身人文学科的
传统优势，深入挖掘和激活珍贵文献典籍
的育人资源，让古籍文献、古籍编修和从
事古籍编修工作的人走出神秘深沉，走近
更多的师生，更大范围、更加有效地传播
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于潜移默化中
滋养精神、浸润心灵。

让古籍文献从“经典”走向“精品”。

华东师范大学曾汇聚徐震堮、程俊英、周
子美、叶百丰、潘雨廷、陈左高等一批学
界泰斗，承担《古文字诂林》、“二十四史”

中《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朱子全书》

等经典古籍的编纂整理工作。 学校联合
国内外相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等校外
力量，加大对古籍文献编修的投入，重点
扶持和培育一批古籍文献的编纂、出版。

如， 启动超大型古籍文献整理工程 《子
藏》编纂项目，通过十年左右的时间搜天
下之遗籍、极百家之大观，汇辑影印海内
外所存先秦汉魏六朝诸子白文本和历代
诸子注释、研究专著约 5000 种，现已推
出两批重量级成果； 支持古籍研究所历
时十余年整理考订的 《顾炎武全集》出
版，一套 22册收录学术大家顾炎武的各
类著作共 34种，其中 90%的品种为首次
规范整理出版； 支持古籍研究所与松江
区文广局历时五年合作整理编修的 《董
其昌全集》正式出版，一函八册收录明晚
期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画艺术家、理
论家和鉴藏家董其昌的全部著述， 对中
国书画史和董其昌个案研究， 以及晚明
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研究皆具重大意义。

让古籍查阅从“线下”走向“线上”。

在信息化时代， 帮助更多师生更加便利
地获取古籍文献信息， 是激活育人资源
和动力的首要前提。 学校将线装古籍 34

万余册、金石拓片 9千件、新版成套古籍
3万册、民国书刊 4万册等上线。 正式告
别卡片翻阅检索时代， 开通古籍文献资
源库网上书目检索系统， 极大地提高了
古籍信息的易获取率， 以及师生对古籍
文献的检索效率和使用利用率。此外，还
支持图书馆引进 《中国基本古籍库》和
《晚清期刊全文库》 两个重要数据库，前
者收录上自先秦下迄民国的历代名著和
各学科基本文献 1 万种， 每种均提供 1

个通行版本的数码全文和 1-2个珍贵版
本的原版影像，后者收录 1833年到 1910

年间 300 余种期刊，25 万余篇的珍贵史
料，涵盖晚清包括鸦片战争、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重要时期出版的
所有刊物， 为师生了解历史和传统文化
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古籍文献资源。

挖掘和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
资源， 在优雅学府中培育栋梁人才

礼敬中华， 书香满园
———复旦大学坚持十年开展通识教育 “经典读书计划”
研读经典 修德笃行
———同济大学 “复兴古典书院” 建设
（荣获第二届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系列活动特色展示项目称号）

书香溢四方， 经典正流传
———上海交通大学构建人文经典书香生态系统
（荣获第二届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系列活动特色展示项目称号）

汲取传统文化精华 引领学生励志明德
———华东理工大学 15载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项目
传承国学经典 打造儒雅校园
———上海理工大学 “尚理国学”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活动
构建优化第二课堂
———华东师范大学深入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融国际视野， 弘中华文脉
———上海外国语大学用多语种讲述中国故事， 借互联网传播中华文化

用校史资源涵养师生爱国之情、 强国之志、 报国之行
———复旦大学
滋养浩然正气 点燃信仰明灯
———同济大学创新手段传唱、 传播、 传承 “红岩精神”
“四度” 弘扬钱学森精神， 探索爱国主义教育新思路
———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五年打造爱国主义教育靓丽名片
坚持 “四个融入” 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基因
———华东理工大学把 “长征精神”

融入课堂、 融入实践、 融入网络、 融入校园文化
承扬传统文化精髓 涵养爱国主义情怀
———上海理工大学
打造 “大师剧” 文化品牌 传承弘扬大学精神
———东华大学原创校园大师剧 《钱宝钧》 的探索与实践
依托优秀校园文化建设 弘扬学生孝道教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百年潮， 海大梦” 品读海大园文化讲解活动
———上海海洋大学
“史” 承文化， “剧” 写青春
———华东师范大学“青史杯”全国历史剧剧本征集大赛暨历史剧展演
多语种讲述中国故事 多渠道培育文化自信
———外语类院校传统文化育人路径的构建 （上海外国语大学）
坚守特色， 传承创新
———上海财经大学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经验
“弘扬传统武文化 彰显民族真精神”

———上海体育学院首届中国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及研讨会
从 “大国方略” 到 “创新中国”

———上海大学成功打造 “中国” 品牌课

立德树人 国风雅致
———复旦大学着力打造以书院为载体的传统文化育人大平台
倾听世界回响 讲好中国故事
———上海交通大学首创

“堂 【TANG】 ·世界博物馆馆长文博讲堂” 文博育人新载体
汲取传统文化精华 引领学生励志明德
———华东理工大学 16载坚持推进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
弘扬传统文化习俗 激发爱国爱乡热情
———上海海事大学举办 “家乡美” 主题活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孝亲爱母立德修身” 中华母亲节
华东师范大学民族传统节日校园传承
上海师范大学创新 “五位一体” 协同育人机制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连接世界网民， 讲述中国故事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国青年工作室” 运用互联网讲述中国故事
传承传统商学 普及财经知识 践行商业伦理
———上海财经大学以商学博物馆为枢纽 推动大学文化育人
创新形式 传承经典， 观乎人文 化成天下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践行城市精神， 传承创新海派文化
———上海大学 “310与沪有约” 海派文化传习活动总结

2015年获奖名单

2016年获奖名单

2017年获奖名单

国粹生香 薪火相传
———复旦大学致力于京昆教育融入大学文化
（荣获第一届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系列活动示范项目称号）

闻见学行 育心化人
———同济大学构建 “闻学堂” 平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荣获第一届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系列活动特色展示项目称号）

引领诗歌新风 礼敬传统文化
———上海交通大学以“全球华语短诗大赛”为载体的传统文化传承项目
（荣获第一届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系列活动示范项目称号）

内化龙舟文化为校园文化 传播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
———华东理工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项目
（荣获第一届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系列活动特色展示项目称号）

雕百年文脉 塑海大精神
———上海海洋大学利用历史文化长廊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荣获第一届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系列活动特色展示项目称号）

挖掘和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资源
———华东师范大学在优雅学府中培育栋梁人才
（荣获第一届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系列活动特色展示项目称号）

2014年获奖名单

从京昆融入大学文化到着力打造以书院
为载体的传统文化育人大平台

从有形的 “闻学堂” 构建到将传统文
化推广到全国高校校园

首创“堂【TANG】”世界博物馆馆长讲
堂，让全球年轻人用同一种语言讲好中
国故事

从 “大国方略” 到
“创新中国”

上海
交通
大学

上海
大学

华东
师范
大学

▲ “堂 【TANG】 ·世界博物馆馆长文博讲堂” 现场

▲闻玉梅院士和王珮瑜女士
主讲传统文化月之 “瑜乐京
剧课”

上海高校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系列活动巡礼

2014-2017年上海入选教育部“礼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示范和特色展示项目”高校

走进上海海洋大学， 镌刻着 “勤朴
忠实” 的校训壁立马映入眼帘。 这四个
庄严质朴的大字， 从 1914年确立至今已
走过一百个年头。 2012年， 适逢百年校
庆之际， 为传承校训精神， 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学校在主干道朝海路上，

建造了一条历史文化长廊， 学校百年的
历史底蕴、 教育传统和深厚的中华优秀
文化积淀在新校区得以延续和传承。

上海海洋大学 2008 年搬迁至新校
区 ， 如何 “搬迁” 学校的百年文脉 ，

在新校区进一步凝炼建设先进文化 ，

确立共同的价值追求， 是学校一直思
考的问题。

为此， 在新校区规划设计时就设
计了历史文化长廊。 长廊由 7 道门组
成， 每道门都代表了上海海洋大学的
一个历史阶段。

七道联接其中一座座雕塑的门上悬
挂海洋大学历史上的七块校牌， 从创立
之际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到文革被迫南
迁更名为厦门水产学院再到新世纪更名
为上海海洋大学， 七道校门， 七块校牌，

将学校的百年历史长河分成 7个阶段娓
娓道来， 讲述了学校由创立到如今驰骋
海洋高等教育事业的于艰难中不断求索
的历程。

2012 年， 学校推出了 20 余个历史
人文景观雕塑。 通过雕塑， 历史与艺术
的融合， 追求与收获的意象， 历史与未
来的激荡； 通过雕塑反映学校百年文脉，

塑造海大精神。 雕塑大部分放置在朝海
路历史文化长廊上。 这些 “默默无闻”

的雕塑， 看似沉默， 其实却以一种无声
的语言诉说学校百年学校于坎坷之路上
跋涉、 在风雨中求索的故事。 清朝末年，

清廷昏庸腐朽， 德、 日等国侵渔猖獗，

损我渔权， 扰我海权。 学校创办人张謇
主张 “渔权即海权”， 倡议创办水产学
校， 使学校创立之初就肩负起 “心怀祖
国， 情系民生” 的热切期望。 为 “护渔
权， 张海权”， 1904 年他向清廷奏议创
办水产学校。 1912年， 在著名教育家黄
炎培襄助下， 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正式创
办， 张镠任校长。 这是雕塑 “饮水思
源”、 “渔权即海权” 石背后的故事。

上海
海洋
大学

雕百年文脉 塑海大精神,用历史文化长
廊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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