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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融入大学生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要直面大学生的享受异化问题，

享受背离劳动、
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享受观与成功观。大学生享受的异化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享受背离现实、享受背离良知以及享受的物化。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要直面
享受异化问题，解决价值困境，掌握核心话语，进入生活实践，为大学生合理地享受生活提供价值
支撑和实践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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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不断地将这个世界的天灾与人祸粗暴

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袁 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

地呈现袁洪水尧地震尧疾病尧车祸尧爆炸尧投毒噎噎世事

不说院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遥 冶咱圆暂劳动促成人原初的作

的无常和生命的脆弱无时不在劝导着人们院野要享受

为类的诞生袁劳动构建了复杂的文明形态袁劳动推动

当下浴 冶离苦得乐是人性的本能袁在以科技为先导的

了人与社会的完善与发展袁 可以说人在劳动中存在

各种享受论的劝导下袁本能欲望的满足与快乐拥有

着遥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袁劳动不再具有内在的价值和

了至上的地位遥 人们不再忆起古老的哲学缄言院肉

本体论的意义袁而是仅仅成为实现利益的手段遥

体的快乐与装饰带来的损害大于好处渊柏拉图冤遥 灵

劳动与人存在的分离表现在院 人们不再欣然地

魂也不再保持独立袁野灵魂关心肉体尧热爱肉体袁并且

接受劳动袁并在劳动中创造与享受遥在大众的意识中

被肉体的情欲与快乐所诱骗袁以为只有这些可以摸尧

劳动是苦的袁劳动只是实现利益的被动选择袁只有休

看尧吃尧喝袁可以用于性生活享受的肉体的东西才是

闲才是可欲的尧幸福的遥 劳动被区分了三六九等袁与

真实的遥 冶咱员暂献身于知识尧理想尧美德的快乐抵不住美

此相一致的是承担不同劳动的主体也被区分了等

食尧娱乐和情欲的诱惑袁大学生膨胀的享受欲不断地

级袁劳动的价值在于劳动实现的个体利益大小袁至于

侵蚀着奋斗的动力遥

劳动自身的美袁劳动的精神意义尧社会价值和审美体

一尧大学生的享受异化问题
在供养相对匮乏的大学时期袁本应紧缩的人欲

验都不在主体的关注之列遥野劳动光荣冶尧野艰苦奋斗冶
的主流话语体系不断地被消解遥 野少劳多得冶尧野不劳
而获冶不是可耻的而是值得炫耀的袁一夜成名尧彩票

却时常突破秩序的樊篱袁并通过四种途径走上了异

中大奖尧 轻轻松松赚大钱成为时下不少年轻学子的

化的道路遥

内心渴望遥与此相一致的是袁在大学生活中体力劳动

渊一冤享受背离劳动

日益缩减袁各种现代用具减轻了日常劳动袁而阅读与

恩格斯在叶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曳

专业学习等脑力劳动是无法免除的袁 但它们只是赚

中写道袁劳动野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袁

得学分取得文凭的工具遥 价值观的偏离让不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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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沉浸于现实与虚拟的享受中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中袁有为满足物欲的偷盗者袁有为满足爱欲的伤害者袁

一种非物质化的尧属于精神世界的对信息的享受与

有践踏真诚友谊的功利者袁 有背离情爱伦常的纵欲

沉迷占据了大学生的休闲生活遥 在沉迷之中认识尧

者遥 大学需要实现超越性与引领性袁努力培育和践行

思考尧选择尧实践都消失了遥 沉迷压缩了时间袁禁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培养学生的道德信仰与法治信

了身体袁在沉迷之中时间被快速地打发和消耗袁实质

仰袁使得当他们走进社会这个更复杂的场域时袁能够

上也打发了大学生丰富多彩的现实可能性遥 享受日

不为欲望所困尧不为利益所惑袁坚守自己的良知遥

益背离劳动袁精神与身体的安逸和享受带来的是年

渊四冤享受的物化

轻人整体生命力的弱化遥这就是异化的第一种形式遥

一定范围内对物的占有是为了保障生存和达到

渊二冤享受背离现实

自主袁 马克思认为袁野这种占有首先受到必须占有的

个体的生存尧发展尧享受无不依托于他存在的社

对象所制约袁 受自己发展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

会生活条件袁所以存在的首要前提是承认现实袁而另

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所制约遥 仅仅由于

一方面超越性作为人性的一个重要特点袁又不断地

这一点袁 占有就必须带有适应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

引导着人们从思想上与行为上否定尧改变当下的现

性质遥 冶咱猿暂然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袁一种娱乐与消费

实遥 这种否定性与超越性一方面成为个体与社会发

的价值论不断劝导着人们袁 似乎只有对一切潜在的

展的强大动力袁另一方面也可能不断地引发个体的

享受进行系统开发才能实现存在的最大化和幸福的

痛苦和分裂遥 痛苦的来源在于改变现实的能力与欲

最大化遥 对物的占有和消费日益成为主体成功的象

望之间难以填平的沟壑遥 于是享受的第二重异化就

征尧意义的表现袁对物的占有欲望日益背离现实生产

表现在袁个体享受的欲望背离了个体的现实条件和

和人的价值遥

能力袁他或是成为欲而不得的痛苦者袁或是成为超前

当享受只着重对物的占有和消费时袁 当享受只
着重于感官而不重视价值意义时袁 享受走向了一个

享受的剥夺者遥
在大学校园中面对欲望袁不乏奋起者尧节制者袁

极端袁成为物欲主义遥对物的占有和消费的无限欲望

但更有不少超前享受者以及备受欲望煎熬的个体遥

与物质的相对匮乏相矛盾袁那么人与人尧群与群尧国

超前享受的实现不能恒久袁最终只能依靠非法占有

与国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遥 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享

和剥夺来实现遥 大学生不顾自身条件地享受袁就需

受袁强国需要发动战争来剥夺弱国曰为了获得更多的

要剥夺父母曰官员不顾自身条件地享受袁就需要剥夺

钱来消费袁一群人把另一群人当作实现利益的工具遥

民众曰 国民不顾国家现实地享受就可能毁坏家园遥

我们就需要发出这样的追问袁 享受就是消费和占有

悲观消极的煎熬者也不能恒久袁在承受中消亡者袁不

物吗钥占有与消费越多我们就越幸福吗钥我们的地球

仅剥夺了自己的快乐也向他人传播了负面情绪和价

可以承载这样的享受和消费吗钥 我们需要爱尧承认尧

值曰更有甚者袁在剥夺尧侵占尧毁灭别人的同时也毁灭

真理尧价值以及自我实现袁这些高级的精神享受非物

了自己遥 于是在大学教育中袁引导学生控制享受的

质可以替代遥 对金钱和对物的占有和渴望背后是精

欲望袁合理享受袁引导学生坦然地接受自己即存的前

神的空虚与灵魂的失落遥 享受的物化是人性的单向

提袁不管是贫富还是美丑袁并将学生享受的欲望引向

化袁物质尧利益和谋划代替了真诚的情感袁丰富的人

对知识和美德的追求袁就成为大学教育的重中之重遥

性和诗意的人生也日益贫乏遥

渊三冤享受背离良知

大学生对名牌的追求尧对金钱的热望尧对消费的

每一个个体都不是世间孤立的原子袁而是一张

推崇是享受物化的表现形式袁不仅如此袁大学时代的

社会之网上的纽结遥 马克思说院野人的本质并不是单

真诚友谊和爱情也被物质层层裹挟遥 这些无不需要

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袁在其现实性上袁它是一切社会

我们引领大学生破除野成功即价值冶尧野消费即享受冶尧

关系的总和遥 冶 这就决定了人的欲望必须合乎野人

野金钱即幸福冶尧野有钱就任性冶的话语陷阱遥用理想信

的遥 享受合乎于人性人伦袁便是理所当然曰享受背离

观尧享受观袁从而自觉地克服物欲的膨胀与享受行为

道义尧良知和律法时袁享受就发生了异化遥 真正地享

的偏离遥

咱猿暂

之道冶的实现袁才是合理的袁才是有益于他人和社会

受生活袁应该是物与心尧灵与肉尧欲与理等方面的和
谐统一曰真正地享受生活袁应该是合乎人性人伦的尧
不害人害己的心安理得遥
在大学生活中袁 在获得享受与进行享受的过程

念尧 价值意义来引导他们确立正确的奋斗观尧 成功

二尧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享受观与成功观
大学生享受的异化是整个社会享受异化的缩
影袁然而它的后果却是严重的袁因为未来知识阶层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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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异化必然消蚀国家发展的原动力袁消蚀创新的

这些问题的回答袁 让学生能够对自己的欲望保持反

基础尧制度的内涵尧文化的灵魂和政治的根基遥 而在

思和节制的态度曰 能够更平等地对待不同的劳动以

大学教育中袁克服享受异化的首要方法是要做好社

及承担这些劳动的个体曰 能够明白当金钱成为资本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化遥

的时候可能产生的罪恶袁 从而对金钱保持平常的心

渊一冤直面生活问题

态曰能够明白成功不在于占有了多少外物袁成功是内

在开放尧流动尧共享和分散的现代信息社会袁特

涵生命的不断扩大袁是立足于个体生活的努力给予袁

定价值观地位的形成不是自然而然的遥 如何在价值

而这些就是我们生活化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遥

竞争中显现优势袁就需要价值观不仅是对生活本身

渊二冤掌握核心话语

实践价值的提炼袁更是能够有效地解决主体价值的

生活的价值通过生活的话语来表现野在场冶遥 那

困境遥 抽象的价值观念只有在与主体人生经验的互

么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不在呢钥目前社会主义核

动中袁才能够影响生活遥 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

心价值观或是表现为辞令式的政策话语袁 或是表现

们的生活实践中培育尧形成袁也需要在实际生活中发

为严密深奥的学术体系袁 而这两种面孔都很难打动

挥引领作用遥 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生活又

大众袁 因为它不是契合生活的尧 通俗鲜活的百姓话

高于生活袁它倡导的是一种理性的尧超越的精神袁是

语袁所以袁只是一种野理论的在冶尧野抽象的在冶遥社会主

对野人之所以为人冶的追问袁是要让生活回归人的真

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现实袁 但不是现实和大众经验

正本质与价值袁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

的简单直观描述袁而是抽象性尧反思性的普遍概括袁

引领我们的生活袁回答我们生活本身的问题遥 然而

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众生活的引导

生活的价值不等于生活袁价值在抽象化普遍化的进

不仅是成为生活话语背后的价值依托袁 更要能够不

程中袁日益远离鲜活具体的生活世界和独特鲜明的

断地解释现实尧指向未来袁创造话语尧会聚共识遥

咱源暂

个性世界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想进入主体的信

享受生活是大学生的心声袁 也是他们的核心话

念体系袁成为主体的价值坐标和实践原则就必须将

语遥 享受生活本身又需要一系列的价值支撑和话语

自己生活化遥

支撑袁才能描绘出何以享受尧以何享受的具体情境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化不仅表现在用学

从而唤起主体内心的向往和追求遥 社会主义核心价

生喜爱的方式来表达与传播袁更表现在对生活问题

值观对这一核心话语的掌握首先表现在主动对享受

和困惑本身的引导和解答遥野富强尧民主尧文明尧和谐冶

相关问题进行解释和引导遥它要对享受与劳动尧享受

这些价值能够回答学生与国家互动中产生的问题袁

与幸福尧享受与意义的关系进行解释袁倡导有意义地

包括野为什么爱国要与爱社会主义和拥护中国共产

获得享受的办法和有意义地进行享受袁 从而防止享

党的领导相统一冶尧野为什么国家利益至上冶尧野社会主

受的异化遥 同时它更要对网络与现实生活中有关享

义民主的优越性在哪里冶袁并且能够对负面的言论进

受的热点事件和问题进行及时的回答袁 使价值观深

行有效的说服袁包括野国不爱我袁我如何爱国冶尧野出国

入主体流变的生活之中袁真正起到导向作用遥 其次袁

去吧袁 科学无国界冶尧野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

价值是恒在的袁而话语通常是常新的遥价值需要严密

国冶等言论遥 野自由尧平等尧公正尧法治冶要能够有效地

的理论论证袁而话语则通常只需切合生活经验遥话语

回答学生与社会互动中产生的问题袁包括野自由是想

依赖的是情感的统一性而不是逻辑的法则遥 社会主

干什么就干什么吗冶尧野为什么要节约能够付费的资

义核心价值观要不断地创造新的话语袁 以流变的信

源冶尧野为什么不能钻制度的空子冶等问题遥 野爱国尧敬

息形式来传播永恒的价值袁 才能够真正反映信息时

业尧诚信尧友善冶要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互动中产生

代传播的特点和人心的需求遥比如袁针对享受而开展

的问题袁包括野面对世界我们是信任还是怀疑冶尧野当

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袁 可以围绕一系

诚信会使自己利益受损时袁我们还要诚信吗冶等问

列与生活有关的话语来展开院野贫困袁心困吗冶尧野以史

题遥而对这些源自学生生活问题的有效回答袁就是社

为鉴院享乐与亡国冶尧野为什么要把爱欲关进笼子里冶尧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其影响力的行程遥

野自由如何变成不自由冶尧野善意谎言之恶冶尧野平凡的

回到享受的异化问题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

成功与幸福冶尧野心安即享受冶等遥 更通俗的话语还可

要回答 野怎样在劳动中创造和享受冶尧野成功就是有

以是院野吃食堂有没有量力而吃呢冶尧野大学生是怎样

钱尧有权力尧有地位尧有名望吗冶尧野成功者如何才能不

啃老的冶尧野大学生流行语耶郁闷与点赞爷分析冶等袁通

悖离生命的价值冶尧野没钱就没幸福吗冶尧野消费就是享

过这些生活话语的讨论与价值观引导袁 能够不断地

受吗冶等关涉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根本问题遥 通过对

将享受的欲望纳入价值的规约和秩序的轨道遥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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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掌握话语尧
引领生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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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大学生交友与请客吃饭冶尧野恋爱成本分析冶等活动袁
引导学生从对物的依赖转变为对真正情感的重视遥

渊三冤进入生活实践

第三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引导学生从对虚

马克思说院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拟享受的重视转向对实体享受的重视遥比如开展野课

的遥 冶 思想的困惑本身是选择的困惑也是实践的困

间你起来活动了吗冶尧野埋头一族的身心分裂冶尧野面对

惑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决享受问题和掌握享受

网络是沉浸还是沉思冶 等这类对手机网络依赖的反

话语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规范享受的实践遥 然而从普

思批判教育活动袁 引导学生从网上的娱乐到真实生

遍的价值观的接受到成为个体实践的原则却不是一

活的享受遥再比如开展野广告与名牌我们消费的是什

个线性的简单过程袁因为价值观的野应当冶不一定会

么冶尧野一次性消费与抛弃行为抛掉了什么冶尧野频繁换

导致行为的野必然冶袁那么我们又怎样让社会主义核

手机背后的非理性动因分析冶等活动袁引导学生从对

心价值观进入生活实践呢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

物品象征意义的追求转向对真正价值的重视遥最后袁

入生活实践的路径不仅有自上而下的源自价值观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引导学生从他育走向自

不同主体的有效说服袁这需要依托于有形的课堂教

育遥 开展野修养与人生冶尧野学习尧反思尧慎独尧行善冶等

育袁更有自下而上的源自主体生活实践本身的体悟袁

系列活动袁引导学生自觉地控制物欲袁提高修养袁过

这需要依托于隐性的课外教育袁而这两种方式更是

有意义的生活遥

咱猿暂

通过具体的生活事件不断交互汇通袁影响主体的价
值评价尧选择尧实践遥

总之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突破抽象的概念逻
辑体系的束缚袁 通过丰富的教育手段来进入思想尧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渠

握话语尧深入生活尧指导实践袁不断地将大学生享受的

道对大学生生活享受实施影响遥 首先袁社会主义核

欲望和享受的行为纳入合理的秩序袁这样才能实现价

心价值观教育要从对学生休闲生活的漠视转向关注

值观改造主体人生世界乃至主体存在世界的目的遥

和引导遥 比如开展野我的休闲时间去哪儿了冶的反思
教育活动袁引导学生合理分配休闲时间袁过身心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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