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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cept of general education, guided by humanism education thought and culture ontology thought, 

it emphasize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mathematics culture, pays attention to people's self-cultivation, self-

development, self-growth autonomy and consciousness, and exerts the cultural valu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liberal arts mathematics general education idea and the knowledge view, the teaching 

view under the post-modern horizon, analyzes the university liberal arts mathematics general education teaching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n the one hand, it is the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mathematics education conformity. In other word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liberal arts mathematics 

general educ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he 

connotation reform mainly involves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first, the deepening of teachers' and 

management's understanding; second,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ntent; third, the perfection of 

teachers' knowledge structure; fourth, the reasonable setting of teaching time; and fifthly, the emphasis on 

proces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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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通识教育理念下，以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和文化本体论思想为指导，强调数学文化的育人功能，注重

人的自我修养、自我发展、自我成长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发挥数学教育的文化价值。并依据文科数学

通识教育理念和后现代视界下的知识观、教学观，分析大学文科数学通识教育教学现状和未来发展趋

势，一方面，是教育教学内涵的改革与重构；另一方面，是现代信息技术与数学教育的整合。换而言

之，文科数学通识教育未来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内涵建设和教育信息化方面。其中内涵改革主要涉及

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教师与管理层认识的深化；二是，教育教学内容的改革；三是，教师知识结构

的完善；四是，授课时间的合理设置；五是，注重过程性评价。 

关键词：人本主义；数学文化；课程文化；数学教育；通识教育 
 

1.前言 

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与学生学习的对象,课程改革

是历次教育改革的中心地带,课程研究也理应成为教育

研究的核心。【1】在课程改革研究中，无论是政府层面

还是实践层面，抑或是学者自身研究的需要层面，课程

研究成为近年来涉及面非常广和研究程度非常高的学

术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是也存在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性质方面，注重技术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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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探讨课程理论的基本问题；二是研究方式上，多属

历史的、叙述的研究，缺少解释的、文化的课程方法论

探讨；三是研究内容方面，多属课程实际问题或课程行

政的探讨，而忽视课程实质或教材内容的分析。【2】这

种现象一方面由于课程改革的政府行为致使课程改革

的前期理论储备欠缺，另一方面来自于功利主义的课程

研究立场，很少追问课程现象背后的真实“意义”。诚

然，“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做什么或我们应该做什么，而

在于我们所意愿和所做背后发生了什么。”【3】由此，

用文化的理论和方法论探究课程的本质及实现逻辑是

课程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4】更是数学通识教育研究

的重要内容。 

2. 大学通识教育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2.1. 国内外大学通识教育研究的现状 

通识教育源于自由教育。在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将教育分为“自由人”的教育和“非自由

人”的教育。前者以人的理性发展和道德完善为目标，

后者以谋生为目的。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自由教育经历

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演变， 终成为中世纪大学的

教育传统。
【5】

哈佛大学哲学通识教育从起步发展到成熟

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6】

，其中第二阶段在 1945 年发表

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报告指出，通识课程包括人

文科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三大领域
【7】

。历经一百

余年已经形成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完整的教学体系

的哈佛大学哲学通识教育，对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的

中国通识教育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8】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发展的逻辑理路是在国内文化

素质教育推进过程中，与国外通识教育理念相结合，并

且已经形成了具有扎根于本土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
【9】

。

21 世纪以来，虽然大学普遍承认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但

是通识教育的地位仍然较低，通识课“没人愿教，没人

愿管，没人愿听”的现象依然存在。我们认为，形成上

述现象的原因表面上看是通识教育自身的问题，但本质

上源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冲突，正是这种冲突在一

个更深层面上抑制着通识教育的健康成长。因此，只有

变“通专冲突”为“通专结合”，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

才能找到根本出路。
【5】

 

2.2.国内外现代大学通识教育未来发展趋势 

美国高等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战略，显示诸

多大学为了强调要培养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尤其强调培

养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 增强学生对未来科技与经

济发展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要求大学教育更加重视通识

化。【10】 这与中国本土通识教育形成的初衷基本一致，

但是实际中的差距依然很大。我国目前大学通识教育也

在逐步跟进国外未来发展动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其一，科学技术对个人文化修养提升的广泛重视；

其二，更加注重“全人”的培养；其三，通识教育将在

专业教育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其四，重视研读经典

的重要性；其五，对任课教师的品德、学问和教学能力

提出更高的要求。
【11】

尤其是加强那些概括性强、适应面

广、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 

特别是那些应用广泛的信息科学的知识与方法, 增强

学生对科技发展新趋势的反映能力和创造潜力。【12】 

3.大学数学文化观 

3.1 课程文化教育的理论依据 

当代课程的根本功能是全面育人、科学育人的功能。

【15】教育的核心是课程【16】。高等教育，是科教兴

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构建更高水

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好以课程和教材为重点的教学

体系，建设好有利于学生成长、成人、成才、成功的管

理体系和学业成绩评价体系。
【17】

其中教学体系的建立

是构建人才培养体系的根本。以教学体系为根本的教学

目标不仅要关注认知领域，以学生学习与掌握系统的显

性知识体系为根本目的，还要重视其非认知能力的充分

发展，使学生成为既具备丰富的知识、聪明的头脑，又

具有高尚的品格和生命情怀的完整人。从文化本体论上

说，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现象世界，是人的价值意识

的本原。
【18】

 人的本质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

文化创造，尤其是精神文化的创造更能凸显并表征人的

本质的重要与灵性和智性的可贵。课程的精神文化是一

种狭义上的课程文化。课程文化概念,主要是指特定的

学校教育主体 ( 校长、教师和学生 )所应有的卓越高

远的治学理念、德才兼备的人才价值取向、认真与求真

的科学态度、实践与创新的探究精神、富有真善美的人

文素养以及文化自觉的意识与能力等。
【19】

 

有鉴于此，本文研究的逻辑理路是主张坚持在人本

主义教育理念和文化本体论思想指导下，从教育内容的

改革着手，即通过研究后现代视界下的文科高等数学课

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使大学文科数学教育顺应通识教育

培养人才的精神。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强调的是人的潜能、

需要及价值，人的价值在于成为“自我实现”的人，成

为“为自己的人”。
【4】

这里“自我实现”和“为自己的

人”，强调的是人自我修养、自我发展、自我成长的自

主性和自觉性。 

3.2 后现代视域下的知识观与教学观 

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

遍及哲学、社会学、美学、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强

烈地冲击着人们原有的思想观念、话语、以及解决问题

的方式。其中，后现代有关知识的新观点新理解对教学

领域变革的影响是 为突出而深远的，因为教学观念的

转变源于知识观的嬗变，全新知识观的彰显必然会带来

教学领域的思维转换。
【20】

教育的核心是课程，高校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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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课程尤其应该从精神文化方面获得新生，转变知识观

和教学观，不仅要注重显性知识获得的取向，更要全面

关注生命体验的过程。一方面，教师教学是一个“视界

融合”的过程，教师对教学材料拥有大量的可供解释的

空间，是对文本的反思性理解，这实际上是将教师和学

生视界纳入课程设计的视界，称作“视界纳入”式；另

一方面，学生学习是一种“意义建构”的过程，学生将

教师对知识的理解或反思性解释主动建构形成自己对

外界信息一种新的理解与解释，这种主动建构自己意义

的新知识具有自主性和创生性。教师与学生对教育形态

知识的生命体验的有机融合，就构成了课程的精神文化

内容的实质。课程文化的内核和精髓则体现在课程的精

神文化方面，精神文化是课程文化的本质所在，精神文

化与人的本质具有统一性。
【18】

受人本主义教育理念和

文化本体论思想引导，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以促进学生自

主性的觉醒和自觉性的发生为目的，培养完整人、高素

质、创新型人才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宗旨。   

由传统的课程文化范式转向现代的课程文化范式,

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思维方式的转换。
【21】

随着

课程文化研究的深入，实现现代教育的知识观和教学观

的后现代转变，是课程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结果，课程的

精神文化实质是文科高等数学课程内容构建的核心问

题。所以，创造性地建构起由内在超越品质支持的课程

文化理念及模式，是后现代文化观的批判性与反思性品

质的表现。通过借鉴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性、自主性、生

成性、建构性的文化观、知识观与课程观，使课程成为

一种有自主、自律与自为需求的内在性和超越品质的教

育内容。这种课程文化观及模式不仅能促进课程理论研

究范式的转换,而且对课程改革实践也将具有一定的启

发和借鉴意义。
【21】

从而使大学文科数学教育成为通识

教育拓展专业知识结构和专业路径的重要内容。 

4.大学文科数学通识教育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近年来的数学教育实践过程表明，在文科专业中开

设高等数学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而且有利

于文科生科学文化素养的提升，在高等教育培养完整人、

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中发挥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国著名数学教育家 M·克莱因(Morris·Kline )说：

“音乐能激发或抚慰人的感情，绘画使人赏心悦目，诗

歌能动人心弦，哲学使人聪慧，科学可以改善生活，而

数学能做到所有这一切。”诚然，文科数学教育现状却

不尽如人意，存在着诸多突出的问题，反过来这些问题

又加快了大学文科数学通识教育改革的脚步。 

4.1 大学文科数学通识教育教师与管理层认识的深
化 

教师与管理层就文科高等数学课程开设意义的认

识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些学校和学院有关领导对文科高

等数学课程在通识教育中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完全不

了解国家提倡开展通识教育的精神和意图，加之师资力

量的不足，不重视不支持该课程建设过程中的有关工作，

甚至建言学校给文科类专业设置此课程没有必要，要求

删掉该课程。学校在聘岗考核、职称评审和成果申报过

程中，对从事文科高等数学教师的工作认定存在一定的

偏见。如此一来，有关教师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教师方面，部分大学文科高等数学教师对于给文科

大学生上课并没有足够的重视。
【22】

这些教师对该课程

内容的组织和教学方法的使用都缺乏反思，依旧沿用给

理工科讲授高等数学的思维方式开展各项教学活动。如

此一来，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提升，

反而会进一步增加学生对数学的恐惧和反感
【23】

。学校

有关考评政策与绩效认定办法，也不利于这部分教师对

该课程的深入研究、教学反省、改革探索的教师职业行

为的改善。 

尽管如此，对数学教育的坚持、坚守、执着奉献的

精神，以及对培养高质量人才具有崇高理想和愿望的领

导和教师依然是不乏其人。他们将是推动文科高等数学

课程发展的有力力量，共同为国家培养完整人、高素质、

创新型人才而不懈努力着。因此，随着国家经济、科技

和教育的崛起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教师和有关管理者对

我国具有本土特色的通识教育认识的深化和教育理念

的创新将成为必然需要。 

4.2 大学文科数学通识教育课程的构建 

尽管众多的专家和学者已经意识到高等数学在提

高文科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

进行了大量的论证和研究，大家对文科专业开设高等数

学的重要性有了一致的认识，但对于教什么、怎么教等

问题很少有实际的选择依据，对不同的文科专业到底应

该讲什么内容，讲多少，讲到什么程度，学生能够接受

到什么程度等问题莫衷一是。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影响

课程难度的三个因素上，即是对课程深度、课程广度和

课程时间设置。 

后现代知识观反对唯科学主义倾向,视知识为情境

性的、多样化的,倡导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鼓

励学生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读文本。
【20】

在学校培养方

案下，作为主要实施教学工作的教师，由于受到自身知

识结构的限制或教师自身认知特点的影响，各校在文科

高等数学课程内容建设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简单的

删减高等数学知识内容，简单的添加数学历史文化内容，

简单的剔除传统的教学理念，简单的理解通识教育思想，

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缘由可以归结为教育者缺乏从知

识观、教学观上理解教育的文化价值。大体上存在以下

几种情况： 

大多数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大体上是数学专业

教材内容的精简和理论要求的降低
【24】

。尽管如此，但

难、深、抽象仍是文科高等数学的现状。后现代知识观

强调知识的境域性与生成性,知识是可以变化的,只是

对某一对象的一种认识,如果从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就

会得到另外一种认识,强调“文本无原意”。
【20】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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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以从文化的视角组织课程内容并加以反思性解

释，而不是简单的删减和增添。这样,学生就不是一个被

动接受灌输的“机器”,而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他有能力

以自己的方式思考与转换,主动地在生存的情境中追寻

意义和价值。 

有一些侧重于介绍数学文化, 虽然内容看起来相

当精彩, 但对数学知识的介绍比较零散, 对于没有学

过高等数学的文科大学生来说, 不能达到比较系统地

学一点高等数学基础知识的要求, 也很难真正理解数

学文化的丰富内涵
【24】

，很难体会数学思想的精致与高

雅。教材是课程内容的核心部分。较之其他文本，只有

教科书是强系列性、强逻辑性的，它具有某种内在逻辑

法则。它以系列和群体的形式引领着读者往更深更高更

广的境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前行。
【25】

所以，文科高等

数学课程内容应该是建立在内在逻辑关系下系统的高

等数学知识和课程文化的融合，使学生在提升思维品质

的过程中获得生命的体验，从而提高独立判断的能力。 

有的主要以初等数学知识为载体，主要介绍初等数

学思想方法以体现数学的文化观念，只是简单涉及一元

微积分的几个主要概念，这种情况不仅降低了高等教育

的知识水平，导致高等数学教学形式化、空心化现象，

而且不能让学生真正领会高等数学的精神实质。因为高

等数学与初等数学思想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变量与

常量的不同，仅仅停留在常量思维水平上，将使学生思

维素养的提升受到限制。 

也有涉及数学软件的内容，体现了数学现代技术性

的一面，但很少有将其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中，综合

考虑其教育的意义，以及学生的实际需求。 

基于以上各种情况下的课程内容，未来数学通识教

育的发展趋势，是在数学知识和数学文化的有机融合，

以及数学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整合方面。所以，我们

应该以卓越高远的治学理念、德才兼备的人才价值取向、

认真与求真的科学态度、实践与创新的探究精神、富有

真善美的人文素养以及文化自觉的意识与能力，构建既

适合学生实际发展需要，又具有科学性、先进性的培养

完整人、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文科数学课程内容，使

数学通识教育促进文科专业的发展。 

4.3 大学文科数学通识教育教师知识结构的完善 

后现代知识观注重知识的多样性。教学内容就应该

打破以往以科学知识为中心的封闭的、单一的状态,消

除不同类别知识之间的界限,融各种知识于一体,将其

作为相互协调的人类经验纳人学校教育,发挥整体的育

人功能。
【20】

从事文科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大

部分是从事理工科数学教学工作的，尽管其中有数学文

化情结或兴趣的也不乏其人，这些教师有很丰富的理工

科数学教学经验，但他们通常受学科特点的影响，其思

维受到一定的限制，注重数学知识逻辑严谨性、推理的

精确性和思想方法的技巧性，而对文科高等数学课程文

化与教法把握欠佳，对文科专业了解甚少，很难从课程

文化层面将数学文化、数学知识与文科专业特点进行有

效整合，更是不能将实际问题与先进的数学工具与通识

教育相结合，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越发觉得枯燥无用。

因此，教师自身知识文化素养的薄弱以及对通识教育的

认知不足，不利于发挥数学通识教育提升文科学生的文

化素养。 

也有一些是从事数学教育教学研究方向的教师，往

往缺乏的是对整个高等数学学科知识体系的熟练掌握，

他们对数学各科知识不能达到融会贯通，就很难把卓越、

高雅的高等数学思想方法和精神境界传递给学生。由于

这些教师自身对高等数学数学思想方法理解的肤浅，就

更难于从文化层面把握文科高等数学教育精神实质，更

不能实现用数学思想的本质启发和唤醒学生灵魂深处

的智慧。 

由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过渡是常量到变量间的

思维转变，文科大学生常常不能马上适应，难以相互贯

通、有机结合，不能形成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
【22】

教师

如果依然强调概念的高度抽象性、逻辑的严密性和推理

的精确性，不能超越传统高等数学教育认识的局限性，

不仅加大了文科大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负担，而且会挫

伤其学习数学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消减其学习数学的兴

趣与热情，有悖于培养完整人的愿望。因此，从事文科

数学教育教学的教师既要有对数学知识与数学文化的

深入理解，又要有对现实问题与数学现代技术的结合，

更要有对通识教育理念的超然卓见及悟透人性文化教

育的真谛。在后现代知识观下，教师由知识传递过程转

向意义建构、生命体验的视界融合过程
【23】

，在主体双方

体验生命意义的“自在”过程中，使数学知识闪耀出人

性的光辉，从而升华人的思想品格、释怀人的心理情结、

透视人的生命哲理、观照人的精神自由
【26】

。 

4.4 大学文科数学通识教育授课时间的合理设置 

一门课程授课时间的设置，取决于学校对教育目标

的设定。但是这直接关系到授课内容的深度和广大，以

及教育教学效果好坏或教育质量优劣的大问题。作为通

识教育中的必选课程，文科高等数学课程的课时设置折

射出学校对通识教育认知的价值取向。现开设此课程的

学校中，课时设置差异较大.有的为 48 学时，也有 64 学

时
【27】

，还有建议不少于 54 学时, 好为 72 学时
【24】

。

而作为通识公选课程，有的是 18 学时，也有 28 学时，

还有 32 学时。从时间设置来看，区别较大。因此，授课

内容、教学目的和要求自然会有较大的不同，直接影响

教育教学质量和育人成效。无论课时多少，都需要教师

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目标进行整合，需要文科与理科

的融合，需要把数学知识与专业特点相结合，进一步挖

掘文理相通之处以启发学生反思性、自主性、生成性、

建构性的文化观念的生发。因此，只有根据具体内容合

学生实际需求合理设置授课时间，使通识教育与文科专

业教育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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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大学文科数学通识教育注重过程性评价 

通识教育不仅要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帮助学生

获得对事物认识的判断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一般思想和方法，更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

德，树立积极向上的人格品质，促进其全面发展，成

为有创造力的人。考核方式对学生学习过程有决定性

影响。被动学习，应付考试是开卷考试的 大弊端。

开卷考试决定了学生平时所采取应对老师考核的学习

方式和敷衍不认真的学习态度，也直接影响着教学质

量的下滑，明显具有空心化和形式化的教育特征。因

此，文科高等数学教学不仅应该采取闭卷考试的方

式，更要注重对学生学习的过程性评价。因为文科生

学习数学的自主性意识比较淡漠，但他们有一定的思

考能力，具备了一定的学习能力，仅靠一时的趣味性

吸引学生注意力和兴趣是不够的。文科生的理性思维

素养和追求真善美的愿望只有在对数学思想方法的自

觉领悟和生命体验过程中才能逐步获得。因为，过程

性评价以多元智能、建构主义、学习心理等为理论基

础，倡导以“个性为核心的多元差异互动建构”的教

学观和“学生发展独特性和完整性”的学生观，是内

在于情境中具有多种可能性和多种意义的生命活动。
【28】

所以，过程性评价是适合文科数学教育教学的一种

评价方式。 

总而言之，大学文科数学通识教育未来发展趋势，

一方面，是教育教学内容中知识结构的重新审视和建构。

具体地说，第一，是对高等数学知识编排方式和知识难

度的科学审度；第二，是洞悉文化与数学的融合方式以

及数学文化的比重；第三，是探究现实中具体问题与数

学技术的有效结合；第四，是探寻数学知识的表述方式

及其与现代技术的融合方式。另一方面，是现代信息技

术与数学教育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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