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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理论精髓和实践资源，对我国新时代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改 革 与 发 展

具有巨大的推力。 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我国“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目标追求以及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存在着内在契合。 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发挥高
校领导干部的引领作用，施展教师的教学才能并提升辅导员的育人水平。 通过抓住“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等关键要素，
形成合力，开展协同育人，从宣传教育到深度诠释，再到弘扬传承，使学生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从而达到学 生 对 社 会 主 义
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入行”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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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核心价值观乃一国之“维”、一国之“纲”
，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旗帜，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习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就等同于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
近平总书记强调：
[1]143-144
国家将无法前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用
“三个倡导”
24 个字，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不同层面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14 亿中国人凝聚中国力
量指明了方向，它作为中国人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指引着人民奋勇向前。[2]5-6 由此可以看出，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科学内涵和价值意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
以发挥它的积极引领作用，还可以大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水平。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耦合关联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立德树人”
根本目标相一致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就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俗话说：育人先育德，育德先铸魂。
“立德树人”就是要解决我们要办什么样的大学、怎么办大学的问题，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
问题。因此，要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就必须加强对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3]。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不立。高校坚持立德树人，即是遵循了“德育为先、教育为本”的办学理念，其内在要求就是要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放在育人的首位，并努力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
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理想信念教育相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说：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之“钙”，缺乏了就会得“软骨病”，让人陷入空虚乃至荒漠的精神
境地。[4]高校是立德树人的主阵地，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首要任务。目前，绝大多数的
学生思想状况还是乐观向上、积极健康的，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部分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
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统一思想、凝聚
力量的精神旗帜和行为向导，它是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总开关，它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起
到一定的助力和推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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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中国梦”
实现相贯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滋养和实践支撑。
“中国梦”承载着十四亿中
国人民的百年期盼，是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奋力开拓、努力构筑的伟大工程，它在价值指向、立场观念、内在
情怀和战略选择等方面均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主导思想，渗透于核心价值观的每个层面中。国家层面
的“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是实现“中国梦”的科学道路；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彰显“中国梦”
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
诚信、
友善”体现
“中国梦”实践主体的品质要求。[5]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意义
2.1 加强和巩固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集中表现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阵
地，
必须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大，中国发展正面临着机遇，也应对着
挑战。当前，西方各国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不断涌向中国，使部分大学生受其影响后表现出极端的个人主
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用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道德文化、精神文化等优秀文化来引领，不仅能抵
义、
抗和消除不良思潮，还有助于重塑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从而加强和巩固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
2.2 夯实和筑牢学生的人生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了新时代奋勇向前的力量，为青年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追求指明了正确的方
向。核心价值观可以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
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让他们筑牢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终生的理想与信念，同时还能浸润心田，让学生感
受中国力量、见证中国奇迹，促使他们担负起强国建设的使命，融“小我”于“大我”之中，把“个人梦”与“中国
梦”
紧密相连，
确立勇立潮头的人生追求，努力做新时代的奋斗主力军。
2.3 丰富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载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极具正能量的主流意识形态，
对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积极的引领和正面
辐射作用。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一方面是坚定不移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不
断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在夯实学生理论基础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另一方面，高校
中形式新颖、内容高雅的核心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也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活了起来，这不仅是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载体的创新，也是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阵地让广大师生积极主动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引领作用不凸显、融入内容不深入、育人水平
不高超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高校必须要发挥领导干部的引领作用，
施展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提升辅导
员的育人水平。
3.1 发挥高校领导干部的引领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关键在落实，而落实的关键又在于领导干部。
只有领导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带领高校教师、辅导员和大学生协同合作，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也才能发挥其引领作用。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党的领导。在育人过程中，高校教师要
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之所以坚持党的领导，是由于我们党带领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
的伟大飞跃。高校领导干部更要发挥引领作用，自己要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
来”
播者和主动践行者，然后再通过积极有效的引导和率先垂范，使全体师生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过程中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并将具体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为后续实践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符合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要求，也为高校开展有效的思政教育提供政治保障。
（2）完善高校思政教育主体责任。在新时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领
导干部和广大教师通力配合，所有领导干部都要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首先，高校
要确立“第一责任人”，明确党委书记就是“第一责任人”。其次，高校领导干部不仅要有高度负责任的态度，
还要有勇于担当的作为，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同时，高校要强化纪律监督和监察问责，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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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推动和实行校、院（系）党组织书记的各项工作考核，如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履职不到位、责任不到位、存
在重大疏漏等问题，要追究其相关主体责任。
（3）落实思政教育与科研工作并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而加强高校科研工
作则可大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质量。因此，高校对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科研工作要坚持“两手
抓”且“两手都要硬”。领导干部通过统筹建设好思想政治教育骨干和科研骨干两支队伍，推动二者齐头并
进，共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生思政教育精准发力。一来高校要鼓励负责党政工作的教师群体，
既
要重视党建工作，也不能松懈业务学习，力求通过党建引领来带动专业科研的渗透。二来高校可以精准施
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从基层抓起，努力将有条件、有潜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培养成专业方
面的学术带头人，同时将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学科带头人培养成党的基层领导者，由下至上逐步实现基层
党组织成员既能够成为熟悉高校科研的专技人才，又是懂政治的行政领导者。
3.2 施展高校思政教师和专业教师的各自才能
高校思政教师和专业教师均是育人的主体，他们既相互合作，又“和而不同”地各有侧重。工作中，高校
不仅要构建二者之间协同育人的关系，更要兼顾发挥好他们的育人优势，通过发挥思政课程的主渠道作用
和推进课程思政的建设让思政教师和专业教师充分施展各自的才能，形成育人合力，实现育人目标。
（1）思政教师要发挥思政课程的主渠道作用。一方面，思政教师要重视“源头”，要从教学大纲编排、人才
培养方案制定、授课计划拟定及教学内容设计等方面入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精髓渗透进思政
课程的全过程，通过分章、分节、分专题循序渐进地将其内容融入思政教学中。另一方面，思政教师要优化方
法，
注重让学生在过程中吸收。高校思政理论课的受教育主体是大学生，
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必须遵循大学
生的成长规律。如对本科学生，在《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讲授中，教师要重点抓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这一主线，追根溯源、引经据典，让学生深刻领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为中国梦的实现指
明了方向，启发学生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 字的精髓和内涵。对高职学生，教师要遵循他们的
思想状况与接受能力，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条主线，引导他们从个
人到社会再到国家，由浅入深地将这三个层面的价值导向逐层递进地渗入学生脑中，帮助他们树立共产主
义的远大理想，
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不懈奋斗。
此外，思政教师在讲授思政课时还必须做到两个坚持。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最有价
值、
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更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灵魂。当前，
面对多元文化的历史交锋，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确保思政课程的科学性。二是要坚持立
德树人教育理念。高校思政教师必须围绕“培养什么人”
“如何培养人”的问题进行思政理论课的改革与创
新，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中，以此
发挥思政课程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和能动性。
（2）专业教师要大力推进课程思政的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中强调：
“要利用好课堂教学
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其他各门课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
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6]因此，要实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专业课教学，专
业教师必须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全员参与。高校专业教师是从事专业一线教学的骨干力量，但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
仅凭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动员并带动更多的群体参与其中。因为教学本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想
达到
“课程+思政”的双重效果必须要调动各方面的不同主体，如党员干部、思政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先进典
型人物、
学生个体等，共同参与形成合力，树立“大思政”格局，用“思政+”视野统筹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
二是全过程渗透。全过程渗透是在该课程的重点章节、关键内容、难点疑点等教学环节中巧妙地融入思
政元素，做到恰到好处的渗透。专业教师不能盲目跟风，机械的生搬硬套，也不能在专业课教学中用思政理
论进行传统式的说教，而应该是潜移默化、因势利导、自然而然的有机渗入，这样学生也更容易被教化、被感
染、被熏陶，也容易引起师生间的共鸣。
三是全方位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进专业课，需要高校教师深入实践、主动探究，坚持在专业
[7]
课教学中“抓重点、
抢节点、克难点、创亮点”
。教师要从国内外形势、社会热点、现实问题等方面紧扣专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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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重点，抢抓时政节点，纠偏学生对时政热点问题理解的偏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适时、恰当、精准
地渗入专业教学中，从而取得落细、落小、落实的成效。同时，教师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入专业教学中
的难点问题要正确分析、理性看待，努力创造亮点、攻破难点，如：尝试将专业课程中的固定式素材与思政课
程中的即兴式素材相结合，将书本的案例与现实的案例融会贯通[8]，这样既能实现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巧
妙融合，
又能丰富专业课程教学内容。
3.3 提升高校辅导员的育人水平
辅导员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因此，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必须要提升高校辅导员整体的育人水平，
充分发挥其育人管理的辅助性作用。
（1）主动学习，提高理论素养。辅导员的育人工作主要不是通过课堂讲授来完成的，而是贯穿在日常的
事务性和生活性工作之中。尽管育人过程中更多需要以身示范、以情感人，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最终
还是需要以理服人。因此，理论素养的提升对于高校辅导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至关重要。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辅导员只
有使自己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才能带领学生秉持正确的价值方向不断前行。其次，要阅读经典著
作。辅导员忙于日常事务性工作，难以有充足的时间通读大量的原著和经典，但必须要有选择性、有针对性
的阅读，
以量少精读为主[9]，如《共产党宣言》
《反杜林论》等，对提升自身理论素养大有好处。再次，要学习新
时代新思想。辅导员要带头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方面的重要讲话精神，带着责任学、带着问题学，不断增强自己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
识，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2）转变观念，强化执行能力。辅导员的执行力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实效以及大
学生的健康成长问题。从个人层面来看，辅导员在执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中要能够转变观念、与时俱进，要准确吃透各项政策、领会学习意图，掌握学生思想基本动态，及时跟进，妥
善处理学习中的各类事务，
正确实施学校决定，
确保工作落到实处[10]。从学校层面来看，学校要为辅导员执行
力的提升提供助力和推力。辅导员工作综合性较强，不仅需要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等常规的一些专业知识，
还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
果断的执行力和较强的应变能力等。但较多情况下，辅导员因缺乏经验或对一些政
策的把握还不够全面，导致开展工作时“瞻前顾后”
“缩手缩脚”。针对此问题，一方面学校要有前瞻性、系统
性的计划安排，对辅导员的培训既要有岗前培训也要有岗中培训，培训内容不仅要有传统的教育学、管理
学、心理学、法律法规、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知识，还应当有专门针对辅导员工作中短板和弱项（如组织力、
领导力、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的专题培训，此外最好也能有心理健康、人格特质、职业素养等方面的集训或
轮训。另一方面，学校也应赋予辅导员老师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尽情施展各自才华，鼓励他们组织开展辅
导员沙龙、
开办辅导员论坛、创设辅导员公众号等，并为他们提供相对充裕的人力和财力保障。
[11]
（3）勇于实践，开展协同育人。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现如今，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
交汇点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大学生的必修内容，这给高校辅导员又
提出了更高要求，
不仅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入脑”
“入心”，更要使其
“入行”。因此，在育人的过程中，辅
导员的实践就更具实际意义。一方面，辅导员要协同领导和专业教师群体形成合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
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与学校的领导重不重视、专业教师给不给力密不可分，只有当高校领导切实
履行起自己的领导责任，全体专业教师承担起教书育人职责、共同发力，才能确保融入落实到位。辅导员可
以通过参与制定学校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具体方案，并按要求执行相关任务
的同时对执行情况进行有效总结，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学校，努力构建班级—学院（系）—学校三级联
动机制，
不断提升融入的广度和深度，增强融入的实效。另一方面，
辅导员要协同学生个体和群体开展实践，
侧重培育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观意识，通过内修外炼让主动践行成为一种态度和习
惯，通过班级学生干部、学院和学校学生社团组织大力开展积极向上的文体类活动，如“我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代言”
“校园舞台剧——
—绽放青春，为第一个百年喝彩”
“线上云游红色基地”等，让学生亲身体验并感
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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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筑牢青年大学生精神之魂的科学价值观。将其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不仅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性，保证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还能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创新变革和现代转型。尤其在当前统筹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融入将大大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境界与核心素养，激发出他们内在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信念和决心，为高校能够培养出担当国之重任的新时代青年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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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contain extremely rich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practical resources, and
have a huge impetus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a in
s
the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education in colleges is inherently compatible with China’
educational concept of “morality education cultivating people”, the goal pursuit of college students’ideals and
belief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order to effec－
tively integrat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lead－
ing role of leading cadres in colleges should be exerted, the teachers’teaching ability should be exhibited, and
the education level of counselors should be improved. By holding the key elements such as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courses”and“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 joint force is formed to carry ou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rom propaganda education to in-depth interpretation, and then to promoting inheritance, so that stu－
dents can be internalized in their hearts and externalized in their actions, so as to achieve the educational out－
come of“entering the brain”,“entering the heart”and“entering the line”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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