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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时期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探讨
张怀平袁周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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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圆园 世纪的中国，
经历了数次大的动荡与变革，传统伦理道德不断受到冲击并不断削弱。

如何在 圆员 世纪社会主义中国建立新的适应中国发展的伦理道德体系是值得考量的问题。当代大

学生是一个新兴的群体和新生的力量，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接班人，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建立将不断促进新伦理道德体系的不断发展。文章简要分析了新
时期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之策，
以期能对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建设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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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园员 年袁党中央提出了新时期的叶公民道德建

看作是一种耶潇洒爷袁而对道德尧纪律的蔑视与叛逆却

友善尧勤俭自强尧敬业奉献冶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遥

乏袁 造成新时期的大学生在伦理道德之路上愈加迷

设实 施纲 要曳袁明 确了 野爱 国 守 法 尧明 礼 诚 信 尧团结

被看作是有个性遥 冶咱猿暂对传统伦理思想认知的极度贫

圆园园愿 年袁胡锦涛同志叶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

惘和徘徊遥

讲话曳中对新时期的学子提出野既努力学习科学知

渊二冤大学生对主流伦理道德思想的误读

识袁又 积极 陶冶 文明 素 养 袁既 努 力 增 加 知 识 积累 袁

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 发展袁 大学生在网络上

又积极加强品德修养冶

咱员暂

的要求遥 面对新形势袁有

无所甄别地接受了各种西方文化的影响袁 在尚无

选择地继承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袁不断改革发展袁

法建立客观评判标准的情况下袁 新时期大学生认

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伦理道德成为大学思想政治教

为西方的主流伦理思想即为崇尚自身尧 个人利益

育工作者的当务之急遥

高 于一 切尧极 度开 放 的 自 由 等 袁进 而 极 度 崇拜 袁处

一尧新时期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
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该一切以经济利益
为中心袁野利冶 字当头袁 一切为了获取个人最大的

渊一冤传统伦理思想的贫瘠

利益袁经济实力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坐标袁

目前袁在对当前大学生的相关调查中袁部分大学

社 会责 任感 尧诚信 观 念 尧公 平 公 正 观 念 缺 失严 重 袁

生对传统伦理思想认识不清袁仁爱之心尧感恩之心有
所缺失袁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尧怀孕堕胎尧不孝敬父母尧
不尊敬长辈等现象明显袁对伦理义务的认知有所缺
乏遥 野大学生对何者为荣袁何者为辱曰何者为善袁何者
为恶曰何者为丑袁何者为美曰何者为高尚袁何者为鄙
俗冶

处仿效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袁部分学生认为

咱圆暂

的道德选择感到迷惘袁往往对正确的道德认

识不知从何选择遥 野在个人文明举止方面袁有些学生
过分强调个体行为的随意性袁随意尧庸俗被少数学生

功 利主义思想占据着主导地 位遥 荆钰婷 等 咱源暂 在关
于大学生人生观的调查中问到 野你认为人生最大
的 成功 是什 么冶时 袁选 择野生活 安 逸 尧快 乐 冶选项 的

学 生 最 多 袁占 源苑援苑豫 袁选 择野 成为 名 人 冶的 占 员怨豫袁
选 择野为 振兴 国家 尧服 务 社 会 作 出 较 大 贡 献冶 的占

员愿豫袁选择野光宗耀祖冶的占 愿豫冶遥对主流伦理道德
思想的误读袁 导致我们新时期大学生的人生选择
常常走入一个误区遥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猿原园远原员怨
作者简介院张怀平渊员怨苑源原 冤袁男袁江苏南京人袁助教袁硕士研究生在读袁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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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新时期大学生伦理道德问题解析

三尧新时期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对策

渊一冤圆园 世纪传统伦理道德受到的冲击

毛泽东同志 员怨源员 年在叶改造我们的学习曳中提

野五四冶新文化运动时期袁在高举野打倒孔家店冶

出野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袁从其中引出

形成了第一次大洗礼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随着野文化大

伦理道德现状袁 应该在传承传统优秀伦理道德的基

旗帜的指导下袁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

规律袁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遥 冶咱远暂根据目前大学生的

革命冶的爆发袁在野打倒一切袁推翻一切冶的口号指引

础上袁借鉴一些优秀的西方伦理道德思想袁对学生开

下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进一步的冲击遥 圆园 世

展具有针对性的教育遥

纪 愿园 年代袁西方文化的迅猛进入袁经济形势的快速

渊一冤伦理道德的解析

转变袁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受到了多重抗力遥 在进

国学传统伦理的精华为野至仁至礼冶袁孔子在叶论

入 圆员 世纪初期的中国袁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呈现出

语窑颜渊曳中讲到野克己复礼为仁冶袁孟子在叶孟子窑公

一个相对匮乏的时代遥

孙丑上曳中讲到野恻隐之心袁仁之端也曰羞恶之心袁义

渊二冤传统家庭变化产生的负面影响

之端也曰辞让之心袁礼之端也曰是非之心袁智之端也遥

在传统伦理社会中袁野每一个人对于四面八方的

人之有是四端也袁犹其有四体也遥 冶荀子在叶性恶篇曳

伦理关系袁各负有其相当义务曰同时袁其四面八方与

中提到野仁之所在无贫穷袁仁之所亡无富贵冶遥纵观中

他有伦理关系之人袁亦各对他负有义务遥 全社会之

国传统伦理精神袁最大的特点莫过于心灵的野内省冶袁

人袁不欺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袁无形中成为一种组

以达到野以仁待人袁以礼待人冶遥 在当今社会下袁如何

织遥 冶 对处于这样生长环境中之中国人袁自小便受

将传统伦理精华内化为大学生心灵内省的道德底线

到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袁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

是值得认真探讨的一个命题遥当然袁我们在反省传统

道德思想遥 圆园 世纪末的中国袁传统的中国式家庭正

伦理道德时袁既不能像 圆园 世纪中阶段性盲目地推倒

和关切自己唯一的子女正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袁一切

发展袁取其精华袁古为今用袁要用之促进民族发展袁用

以个人为中心的观念正在悄悄滋养着独生子女们袁

之促进社会进步袁用之促进人类文明遥

咱缘暂

由多兄妹家庭转化为独生子女家庭袁父母过度疼爱

多数家庭中忽视了对子女所应承担的社会尧家庭义
务的教育遥

一切传统文化袁也不能欣然全盘接受袁要结合时代的

长期以来袁中国的传统道德野重整体精神袁强调
爱国思想曰推崇耶仁爱爷原则袁强调人际和谐曰提倡人

渊三冤中西方不健康文化的侵蚀

伦价值袁强调道德责任曰追求精神境界袁向往理想人

新时期大学生在当前社会环境下袁信息化的高

格曰重视修养践履袁强调言行一致曰注重自我反省袁强

度发达袁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袁社会上各种腐朽的观

调正直和良心曰注重锐意进取袁强调开拓创新遥 冶咱苑暂可

念和文化在不断侵入大学生的人生世界遥一些腐败尧
不公平现象袁西方的泛自由尧情色观念通过多种渠道

见袁在传统道德文化中野责任冶意识其实处于一个核
心地位袁也应是当代青年学子所警醒的遥

进入大学生的视野中遥 而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尧价

从另一方面袁认真考究西方伦理的优秀成分袁其

值观尧世界观成长的整合阶段袁极易受到种种干扰袁

中袁野尊重他人尧尊敬生命冶的自由平等思想是一项值

无法理性地分辨是非对错袁在人生成长道路上形成

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主要内容遥 在西方文明史的发

了多种障碍遥

展过程中袁 各种伦理思想在不断地感化和影响每一

渊四冤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个西方人的心灵袁 但对人的尊重在西方社会中一直

教育体制的改革中往往不具有前瞻性袁不能正

居于主导地位袁因而袁正确客观地分析西方的伦理思

确预判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培养人才德行的
重要性袁一切以 野升学率冶尧野高分率冶为中心袁忽视中

想是伦理解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遥
对大学生进行伦理解读袁充满挑战和机遇袁需要

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袁忽视学生的基本伦理道德

思想政治工作者不断深入研究袁 剖析各种伦理道德

教育遥 在教育野市场化尧产业化冶的指引下袁学校为了

的利弊袁取其可用之处袁施教于学生袁对人的心灵充

生存袁盲目扩张袁扩大生源袁增加学生数袁而学校的教

分进行内省分析袁让伦理的精华来安静人的内心袁使

师数却无法根据学生的需求进行配备袁严重影响了

人在社会实践中能以此为处理问题尧 指导行动的基

学生的培养质量曰在伦理道德教育过程中袁存在着

本依据遥

野走过场冶袁只要野平平稳稳让学生离开学校冶即可的
观念左右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遥

反思近些年来社会道德的恶化不断干扰着大学
生心理健康的成长袁大学生暴力犯罪事件频频出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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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大学内的道德教育袁长期以来袁大学道德教育

指导地位袁 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野忽视了生活中最普遍尧最基本的道德要求遥 所有道

果武装全党尧教育人民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德教育阶段都以最高德育目标来进行袁缺乏循序渐

想凝聚力量袁 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进尧层次递进式的道德教育引导工作冶 遥 对道德进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袁 用社会主义

行合理而科学的解读袁以正确的道德观引导在校大

荣辱观引领风尚袁 巩固全党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

学生是一项迫切的工作遥

同思想基础遥 冶咱怨暂在传统的野内省冶伦理道德中讲求内

咱愿暂

渊二冤伦理道德的实践
员援 实践的方式

大学教育是培养人的工作袁是培养祖国发展人

在的修为遥其实袁野利他冶与野内省冶是两个并行不悖伦
理道德理念袁 两者有机融合形成社会主义伦理道德
核心内容遥

才的摇篮袁在教育的过程中袁实践是我们永远要认真

作为新时期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袁 在社会主义

践行的一种教育方式遥 在伦理道德实践的过程中袁

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袁 只有不断凝练各

要加强理论实践和社会实践袁整合各种资源袁利用多

专业伦理道德思想袁贯通于专业教育袁融合于各种实

种方式袁以优秀的伦理道德实践者为榜样袁大力倡

践之中袁培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尧社会责任感袁以期

导袁鼓励大学生身体力行袁体会实践的快乐与意义袁

能让学生在毕业后在各自工作岗位上造福于社会尧

长期以往袁将优秀的伦理道德根植于学生心中遥 在

造福于他人遥

理论实践中袁应鼓励在同学中对道德的辩论袁只有在

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要求袁 切不可

对道德不断辨析的过程中袁才能让学生对传统道德

野假尧大尧空冶地施教于学生袁必须对社会主义伦理道

和现今道德进行科学比较袁在比较的过程中袁对道德
的科学认识才能逐步深入学生心中遥 对道德的社会

德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袁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袁便于
学生开展实践袁并能促进学生健康成长遥

实践设计中袁要基于当前社会的各个层面尧各个地
区尧各种人群的充分分析基础上袁有针对性地指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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