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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校当中,学风建设可以说是影响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学校整体工作的主要内容。而对于
学风建设来说,与校园文化密切相连,良好的校园文化不仅仅能够对整个学风建设起到导向作用,而且还
能够进一步优化高校的学风环境,改善校园氛围,为学生营造良好的生活、学习和交流的空间。由此,本
文主要以“校园文化对高校学风建设的影响”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希望通过本文研究,将校园文化与学
风建设相结合,进而构建更有利于学生发展的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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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ampus Cultur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Atmosphe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inxia Hu Na Wang Dehao Zhao
Xi`an Traffic Engineering Institute
[Abstra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style of study can be said to b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it i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overall work of the school. 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yle of study, i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ampus culture. A good campus culture can
not only play a good guid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style of study, but also further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of the style of study, improve the atmosphere of the campus, and create a good living,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space for student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inly takes "the influence of campus cultur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atmosphe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angle of view,
hoping that through this article research, the campus culture and the style of study construction union will be
combined to to build more conducive space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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