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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ong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esthetic quality is a very important component, it is not only the quality of 

the commitment of all qualities should play an independent role, but also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other aspects also play a 

vital role. The aesthetic level as a measure of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level of aesthetic quality, to a large extent, it can also 

measure the overall quality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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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审美水平与综合素质关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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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学生综合素质当中，审美素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承担了所有素质中独立的素质应当起到的作用，而

且对于其它方面的素质提高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审美水平做为衡量审美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很大程度上来说，它亦能衡量出

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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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素质能够

起到自身应该有的作用同时，亦能够对其它方面的素质起

到促进提高的作用。具体来说，审美素质在我国当今物质

文明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背景之下，它事关新世纪大学

生自我形象完善，以及全面发展水平。简要的说审美素质，

它与大学生是否能够发现什么是美，美在何处，具有多少

美都息息相关。而取决于这种发现“是什么”、“在哪里”、“有

多少”的水平就是审美水平。综合素质当中审美素质是一项

不可获取的素质，因为基于它才能够使得大学生不断完善

发展其他方面的素质，这样看来审美水平与综合素质的关

系就清晰起来。 

2.  审美的解读 

通俗的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是社会中每个人所

共同追求的目标。美的东西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这便在

客观上促使人们在情感上产生对美的触感，产生了体验美、

感受美的实践活动。当一个人被某种事物所独有的特质所

吸引，便会主观能动的去进行对这种事物的品味和鉴赏，

并在美学、情感层面上做出判断，这个过程活动便可成为

审美活动。审美活动直接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能够使得审美

活动的主体产生对事物的美感，既主体对客体产生的一种

认同感、契合感及愉悦感。从生理角度来看，审美活动就

是审美主体通过对外部事物的感官上触觉，然后经由听觉、

视觉等器官将接受的信息发送至大脑，经过大脑的分析判

断一旦与主体自身曾经经历的美好信息发生共鸣，那么就

会重新将主体大脑内存储的信息调动起来与之发生情感上

的共鸣。审美做为人们知晓却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感受到的

一种行为，它从古至今都一直伴随人们的客观实践活动过

程中，它是人们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纽带。 

在人类的审美活动过程中，人类一方面按照美的规律

合理优化客观世界，使得世界向着更加具有美感向着，更

加美好的方向发展；但同时美的世界也促使人类具有更好

的生存环境，更好的素质，总之审美活动使得人类与客观

世界会更加和谐的想出。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类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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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明正是这种具有辩证特质的审美活动使然。 

在审美活动中，主体的审美基本水平，也就是审美素

质指的就是在该活动中所需基本的基本先天和后天素质，

主要是由审美感官、审美态度、审美趣味、审美经验等组

成 

所谓审美感官指的就是参与审美活动中的个体的一些

感知美、审视美的生理特征，如对音乐欣赏的耳朵、欣赏

绘画的眼睛，这些都是个体审美的先天性审美素质，而与

之相对应的是后天的审美态度、审美趣味、审美经验等所

构筑出的情趣、能力、经验等基本素养。 

审美态度则是人们在从事审美活动前的一种心态表

征，这种表征与之现实生活中的心态不同，它可说是一种

高于世生活的超脱心态。在审美活动中，人们要想感受客

体的美感首先就要对审美对象采取非功利的态度，只有这

样才能细嚼慢咽似的发觉其深层次的美感，去细细品味与

人相联系的意味、情调及精神境界等。 

审美经验指的则是存在于先于付诸对审美对象进行审

美活动主体大脑之中，能够联系对象的形象以及相关特征，

调动大脑中的记忆，对审美对象进行感知。审美经验属于

后天性的审美素质，它通常在审美实践活动积累出的感官

印象。这些存储出来的映像当再次进行审美活动时，碰到

相关对象的时候会自动的调动起来。 

审美情趣指的则是在审美实践活动中形成对审美对象

的主观态度、趣味与追求，既是主体对客观审美对象的感

性的上的取向。它所反映出的是审美主体的审美需要和审

美对象之间的关系。与之审美经验类似，审美情趣亦是在

后天审美活动中逐渐培养出来的，但有区别的是他具有明

显的主观特性，就是审美情趣有正面和负面之分，好的审

美情趣能够促使人们向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而负面的

审美情趣则是会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不良的扭曲。 

而审美能力则可以说是对上述有关审美相关概念的一

种综合性指标，他与审美水平可以说的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他对人们认识美、鉴赏美的综合水平，具体的包括美的感

受力、理解力以及想象力等。 

3．大学生综合素质与审美水平关系探讨 

大学生做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中流砥柱，这个群体的素

质高低极大程度上决定国家未来发展走向。培养大学生综

合素质的课题眼下已经成为热门话题，特别是随着国民经

济日益发展，外国拜金主义意识流流入冲击之下，培养提

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已然成为必须要放在日程上的议题。

而审美素质作为大学生综合素质中重要的一项素质，它的

水平高低可以作为一杆标尺，来衡量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3.1 大学生审美素质水平的高低与其创新能力有关 

大学生审美水平高低可以对其创新能力产生重大影

响。当时间轴线跨入二十一世纪这个门槛，时代特征已经

悄然发生了变化，既随之当今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已

然进入到了一个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里什么最重要

——毫无疑问是创新。在这个时代中，知识资源生产、使

用、消费已然成为时代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做为一种长久

性资源，知识的更新同样已经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巨大动

力，而知识的产生需要的就是创兴。而审美素质的水平，

不仅是局限于诗词歌赋的品味当中，在各个领域内这个内

涵都有着不同的外延。如在科技领域，将来的大学生人才

具有高水平的审美，可以更加以独特的视角进行科技工作，

找出能够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科技技术；在思想政治

领域内，具有良好的审美水平，就可以站在一个符合社会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视角之上，促使社会进步与发展。 

而究其原因来看，大学生审美素质水平的高低之所以

与创新能力有关，是基于两者之间的想象力问题。须知审

美素质中先天审美因素和后天审美因素，先天的审美不消

多说，因为创新能力与先天有着关联但更多的是与后天因

素有关。而再看后天审美，前文所述的审美态度、审美情

趣、审美经验，正确的审美态度是对一个客观主体不含功

利色彩的心态的表征，而审美情趣则是具有严重的主观色

彩，又好坏之分，审美经验则是对经验的积累。而审美与

之想象力的关系看，想象力是一种人们对事物的一种形象

思维能力，而审美同样是不同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思维方

式，不同的审美对待同一事物的审美可能完全不一样，这

就是说不同个体对待同一事物的思维分析进行了二次创

造，以此看来，审美的思维兼具了想象力与创造力。而反

观创新的思维，所必须包好的几个要素，首先就是具有一

定的想象能力，然后才能进行在思维上对待事物进行二次

思维创造。两者这样的结合看来，审美素质的高低可以促

使人的想象力和思维二次创造能力增强，那么对创新能力

的提高也是有着积极的作用。 

当今时代之下，随着网络文化的盛行甚至于是泛滥，

大学生的思想受到了深深的冲击，在审美态度之上逐渐变

得功力主义，这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审美素质要求本身；在

审美情趣上部分变得消极而偏激，这也同样与审美素质要

求大相径庭；审美基本要求之上尚不能做到这一点，更无

需谈审美经验的积累，审美水平的高低了。在当今中国大

学生在审美水平低下上表现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匮乏创新

能力，这也是许多人对当代大学生的一种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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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学生的审美素质与其素质全面发展有着深刻的关系 

以审美素质教育的视角上来看，它是一种对大学生全

面的教育，它与德智体相互之间关联渗透，并且相互之间

起着促进作用。尽管从教育的角度看来，与之其他方面的

素质教育审美教育属于侧重于感情方面的教育，很难以卷

面的成绩来衡量，其教育效果看来也难以短期内看出，但

是从人类发展的思维角度来看，他却是长期逐步发展的。

它能够滋润人的心灵让人们以更加积极向上、愉悦的心情

去面对未来的困难与挑战，能够与之个人素质的每一个方

面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学生的审美素质的高低与之品德、情操有着

内在的联系。 

纵览人性的发展过程中，人的美德是相辅相成，美虽

然不能够与之真善划等号，不能代表美德，但是在本质上

美却与真善有着统一的特性，二者在人的品质、行为规范

以及伦理结构上都有着和谐的统一。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

化上便可看出这一点，荀子曾强调“乐也者可以善民心，其

感人深，其移风易俗”，该提法的意思不言而喻美可以陶冶

人心，可以改变人们外在的不良行为。总言之，人在的外

在表现，即品德——给予人们评价的素质，需要一颗美的

内心，才能够在情感上给予理性的表达，体现出来良好的

品德与情操。由一般人性的演绎，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同

样如此其良好的品德情操依然需要一颗美的心。 

第二，大学生的审美素质高低与之智力发展有着内在

的联系。 

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上看，智力发育是一种认知上的

过程，在整个大学生认知发展过程中他们需要在短短大学

几年中既要学习、存储海量的多年人类知识精华。而在这

个学生枯燥的学习过程中，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双眼，

那么就可以在学生这个认知过程起到调节剂的作用。同时

它还能够丰富整个学习过程中的内容，将海量的理性知识

以更为感性的知识予以填补，能够促使在精神变得枯燥的

时候感觉到一丝新鲜的空气，须知感性思维与理想思维的

最大的区别之处就是在用脑机制之上，这种审美素质教育

能够弥补用脑上的不足，从这个角度上改善了智力发展的

中全面性。这种角度看来，大学生的审美素质高低与之智

力发展也就有了这方面的内在联系。 

纵观当今我国各大高校的大学生，总体上来说，他们

的素质都还不错，但在创新水平上略显不足，要从教育上

入手解决大学生群体中这个问题，应以一个柔性的角度去

进行，而审美素质教育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能够在不知

不觉中逐渐改善大学生在素质上所欠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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