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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成长中不仅需要注重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同时还需要加强非认知能力的关注,使
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大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培养需要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导向和激励逐渐生成,
所以离不开生活场域的影响。本文主要对大学生活场域与大学生非认知能力培养策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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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not only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he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need to strengthen the attention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to mak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can be healthy.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non-cognitive ability needs to be
gradually generated through subtle infiltration, guidance and encouragement, so i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influence of life field.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ollege life field and the cultivation strategy of college
students' non-cogni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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