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秉文书院是以东南大学文科试
验班渊郭秉文班冤为依托袁对文科人才
培育模式的创新和探索遥 文科试验班
自 2017 年秋季学期正式招生袁 专业
覆盖哲尧文尧管尧政尧经尧法等学科袁是
东南大学培养高层次人文社科精英
的试验田遥

2019 年袁东南大学为继续探索文
科人才个性培养和通识教育的和谐
统一袁推进秉文书院建设袁旨在营造
博雅环境袁统筹课内外资源袁培养具
有爱国情怀尧国际视野尧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拔尖领军人才遥

秉文试验班和秉文书院均以东
南大学首任校长郭秉文先生之名命
名遥 1914 年袁作为第一个获得留美教
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袁郭秉文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袁被聘为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遥 1921
年袁郭秉文竭力倡导并以南高为基础
正式创办国立东南大学袁成为当时国
内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袁郭先
生也被誉为野东南大学之父冶遥 在执掌
南高要东大时期袁郭秉文提出了著名
的野四个平衡冶现代教育理念袁即野通
才与专才平衡袁 科学与人文平衡袁师
资与设备平衡袁国内与国际平衡冶遥

野秉文达理袁成己成物冶遥 秉文书
院以野秉文冶为教育理念袁以野达理冶为
核心战略袁以野成己成物冶为终极目
标袁通过名师课堂尧大师讲堂尧特色研
讨等教学环节袁以完整之知识袁健全
之智慧袁化育超逸脱俗之人格与无限
可能之才情遥

秉文试验班一年级实行野五理讲
席+特色研讨+秉文大讲堂冶 培养模

式遥 以野五理冶渊哲理尧心理尧伦理尧法理
和艺理冤课程为学生构建多元且体系
完整的课程结构袁教学采取野课堂+讲
座+研讨冶模式袁聘请国内外大师担任
讲席教授袁以多元的课程模块和课堂
设计培养学生知识贯通的能力遥 特色
研讨课为学生提供了解学科状况和
专业前沿的窗口袁培养专业兴趣遥 秉
文大讲堂为学生提供近距离接触学
术大师的机会袁开拓学术眼界遥 秉文
试验班自二年级起实行专业分流袁后
三年注重学术个性和研究能力的培
养袁通过书院制和导师制强化专业培
养袁促进学科交叉和学研融合遥

秉文书院依托学生学习生活社
区袁 实现打造多元空间个性学社袁提
升师生交互一站服务袁推进第二课堂
塑造全人等功能遥 书院设置野多功能

练习房冶野交流讨论区冶野学生工坊冶尧
野茶室冶等区域满足学生多样化尧个性
化的需求袁打造轻松愉悦的学习生活
社区遥 师生互动是教育的核心内容袁
书院实行驻院导师制袁 突破时空限
制袁专业老师就在宿舍门口袁学生随
时随地可获得专业尧个性袁周全的指
导与服务遥 老师可以切实有效地帮助
学生解答人生困惑尧 交流学习心得尧
指导 SRTP 项目袁 重塑人格平等尧交
互密切尧氛围和谐的师生关系遥 同时袁
秉文书院将学习与生活紧密联系袁依
托生活社区进行学生的日常管理和
开展第二课堂教育袁野空冶去学生专业
身份的束缚袁 把通识教育的目标尧理
念融入日常生活袁实现野全人教育冶袁
力求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尧良好的文
化素养和宽广的知识面遥

走 近 我 们 的 书 院
———我校首批书院环境空间试点建设项目通过验收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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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入口处的多功能室设置了折叠门控制
其开合袁其南面的户外休息区由白色穿孔板及格
栅围合组成袁多功能室和户外休息区可根据需要
连为一体袁关闭折叠门袁即可举办小型沙龙遥

共享阅读区

健雄书院北面区域布置了导师室及讨论室袁中部为共享阅读区袁后
期吴健雄学院会添置公共阅读的桌椅家具遥由于层高限制袁共享学习区
上部喷灰袁露出原有结构袁与室内浅灰色界面形成鲜明对比袁同时木色
材质又营造出轻松温馨的空间感受遥

展廊与共享阅读
区之间采用弧形半透
明的玻璃砖墙与木色
的书架构成的沙龙座
来分隔遥 阳光明媚的
午后袁 玻璃砖透射过
来的阳光美极了袁也
许你会被吸引住袁偷
个懒袁 伸伸胳膊稍作
休息遥

休闲咖啡吧

学生不仅要有可安静读书的阅读区袁唇枪舌剑尧谁与争
锋的讨论区袁也要有放松尧清醒头脑的休闲咖啡吧遥 来到共
享阅读区的尽端袁这就是我们为学生打造的自主咖啡吧袁这
里后期学院将会布置轻娱乐设施袁营造出轻松活泼的氛围遥
在慵懒的午后可以来一杯现磨咖啡袁或爽口的鲜榨果汁袁很
是惬意遥

文化展廊

秉文书院整体装修风格偏向人文典雅袁木质格栅与深灰色水泥
板在光影的变换下相互映衬袁透露出静谧的人文遥 入口的吊顶和门
框袁及内部的色彩均为仿木纹色袁古色古香遥

秉文书院的讨论室和多功
能室也设置了折叠门控制其开
合袁全部打开是个公共区域袁关
闭折叠门则可以变为独立空
间遥

户外休息区

户外休息区地板采用防腐木袁美观耐用遥

学术沙龙区
看到中间这扇圆窗袁你

有没有联想到江南园林风
景钥

渊本版图文由总务处尧健雄书院尧秉文书院提供冤

秉文书院在空间布局上与健雄
书院异曲同工遥

北侧采用导师室尧录音室尧会议
室与卡座阅读空间交替布局的方
式袁 南侧利用狭长的空间依次排列
门厅尧开敞学习区尧多功能室尧舞蹈
室尧茶室等多个功能区域遥

健雄书院是以享誉世界的著名物理学
家尧 东南大学杰出校友吴健雄先生的名字命
名袁充分发挥吴健雄先生的精神资源的书院遥
作为东南大学最早试点建设的书院袁 该书院
主要任务是培养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领域的
精英人才遥 野健雄书院冶坚持吴健雄学院人才
培养目标院致力于培养志向远大尧具有家国情
怀和国际视野尧 能够担当引领未来和造福人
类的未来战略科学家尧 工程科技领军人才和
业界高端领袖人才遥 在此目标之下袁野健雄书
院冶 将拔尖创新优秀人才培养的领域拓展到
更为广阔的领域袁着力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尧
全球视野尧创新精神尧大爱仁心等袁以通识教
育尧导师制度尧综合学习等为书院办学关键内
容袁以有情怀尧有境界尧有气象尧有精神为书院
人才培养的核心品质遥

健雄书院植根于中国传统书院的理念袁
同时借鉴西方大学书院的实践袁 精心打造了
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尧富有鲜明时代气息尧具有
东大特点的现代书院遥 著名社会学家尧香港中
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教授亲笔为健雄书院题
写院名袁著名历史学家尧美国匹兹堡大学许倬
云教授为野健雄书院冶拟定院训野积学近才袁积
知启悟袁积善成德袁积健为雄冶遥 健雄书院与吴

健雄学院形成有效合理的分工院 学院负责教
学管理和学生管理等工作遥 著名信息科学研
究专家尧 中国科学院院士崔铁军受聘担任健
雄书院院长遥

健雄书院以野引领窑融合窑化育冶为核心
功能袁坚持野思想引领尧交叉融合尧文化育人冶
的办院内容袁综合施策尧深入野三制五化冶人才
培养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环节遥 具体说来袁
野健雄学院冶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院渊1冤思想引
领院实施具有东大特色的导师制遥 导师制是书
院制度的特色与核心部分遥 健雄书院实施的
导师制的整体思路是强化和汇聚学校的高端
资源袁形成书院的导师队伍遥 大一尧大二实施
野书院导师交流计划冶制度曰大三尧大四实施专
业导师制度遥 学生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方向袁
在 野书院导师交流计划冶 中积累的学术导师
中袁 选择适合自己的专家作为自己的专业导
师袁实现对自己科研学术工作的指导遥 渊2冤交
叉融合院整合提升的综合课程学习体系遥 在原
有的党团建设尧校园文化尧社会实践尧志愿服
务尧 创新创业等版块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
和整合提升袁 形成具有书院特色的综合课程
学习体系渊覆盖到全部第二课堂冤遥 即健雄书
院的学生袁 在专业学习之外必须完成书院的

综合学习课程袁 拿到第二课堂的成绩单方可
毕业遥 该野综合学习课程冶将成为东南大学健
雄书院的特色与荣誉袁 为培养健雄书院的文
化气质打下基础遥 同时袁健雄书院实行开放管
理遥 完成健雄书院例如综合学习课程相关要
求的可以获得书院的结业证书遥 渊3冤 文化育
人院开展具有书院特色的文化活动遥 健雄书院
最大的精神资源就是吴健雄先生的精神遥 书
院努力围绕健雄精神举办高层次和高品位的
书院文化活动袁 邀请名家大师开设相关通识
课程与高端讲座袁 着力策划举办丰富多彩的
活动袁以期形成具有该书院特色的文化品格遥
书院以丰富多彩的书院社区文化活动为学生
施展才华尧展示能力提供了舞台尧培养和锻炼
他们的团结协作尧创新进取的品质遥

健雄书院的主要特色院1尧人才培养的特
区遥 健雄书院可以作为全校人才培养的特
区袁 主要在两个方面在全校进行教改和试
验遥 一是通识教育遥 全面设计并向全校推出
具有吴院特色的通识教育制度袁定期推出高
端大师课程遥 通过健雄高端讲座等营造浓郁
的人文氛围袁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人格结
构遥 二是综合学习课程遥 对课程学习以外的
部分进行综合升级袁整合成为健雄书院的综

合课程学习体系遥 2尧学生管理的示范区遥 通
过健雄书院袁 转变原来的学院人才培养模
式袁将学生工作重心迁移到宿舍围合遥 在学
生宿舍管理尧书院管理模式等相关管理体制
方面做出积极有益的探索遥 3尧吴院学子的精
神家园遥 吴健雄学院和其他学院相比最大的
不同袁是涵盖了全校四年制各种不同的理工
科专业遥 因此要着力营造和培育吴院学子的
精神家园袁全面总结和梳理吴健雄先生和那
代大科学家的宝贵资料袁将其转化为吴院学
子开展教育的优势与资源遥 通过各种载体和
平台袁不断强化和开展此类教育袁让书院学
生打造自己的精神印记遥

健雄书院的制度设计不是单纯地回到过
去袁 也不是简单模仿西方国家大学的住宿学
院制袁 而是赋予了新的内涵的具有鲜明价值
导向的新型育人模式遥 通过健雄书院的设计
形成学生社区的新形式袁 也打造成为本科生
教育的野第二课堂冶遥 通过在全校率先试点健
雄书院袁 构建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
的本科教育体系和具有吴健雄学院特色的文
化育人体系袁 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促进学生交
流和助力学生成长的文化中心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