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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德育实效，深化高校德育改革

朱安安
(惠州学院教育科学部。广东惠州516007)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我国高等院校德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随着我国高校德育所面临的

内、外部环境发生的深刺变化，我国高校德育改革始终处在问题与矛盾、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格局中。面对2l

世纪科技、文化、教育大发展给我国高校德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必须在充分肯定高校德育改革成果的基础

上。努力从德育目标、德育课程及内容、方法与手段、德育途径与组织形式上探索创新，深化改革，开拓我国

高校德育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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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我国政

治经济体制改革的30年，也是我国高校德育工作

改革发展的30年。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看，大学

生思想道德面貌的主流是好的。也可以说这是我国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果，然而，由于我

国高校德育教育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

化。高校德育改革仍处在重重矛盾之中。同时，现代

社会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在发展，尤其是电子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

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我国经济科技的高速发

展。社会多层次、多侧面的变迁，既给教育带来新的

发展机遇，也使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在

整个教育领域中，德育受到了最强烈的震撼。对于

德育这样一个充满着许多困惑、问题、荆棘、压力和

责难，但同时又充满着挑战、魅力、生机和希望的领

域，我们有责任去面对矛盾、探讨问题、迎接挑战，

深化高等院校德育改革。

一、问题与矛盾

改革开放30年，我国高等院校德育工作取得

了一定的成就，总体上经历了拨乱反正，高校德育

正位时期；建立高校德育制度、探索德育工作科学

化、规范化时期：构建现代高校德育体系时期。但

是，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对高校德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建立起较完善

的现代高校德育体系尚需时日。因此高校德育在改

革实践中困境重重。造成高校德育实效性较差。

困境之一：学校德育目标拔得过高，缺乏层次

性。

建国后．伴随着社会的政治运动，高校德育高

度政治化。德育目标不分层次。为大学生树立的榜

样太完美、太高大，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不断感慨

高校德育工作难。德育目标拔得过高，缺乏针对性

和层次感。这就使高校德育陷入一个不断重复的怪

圈：大学生可以在校园内完美地模仿榜样．但在校

外可以彻底忘却榜样。

道德是人生修养的山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最高道德境界，需要人毕生

去攀登。让大学生背负着在成人世界也未必人人实

现的最高道德标准．这无疑使高校德育活动流于形

式。德育过于注重典范使成长在传统价值观被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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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越来越快的时代下的80后、90后们，很容易在纷

乱的社会现实面前自我矛盾，迷失方向，乃至基本

的社会道德标准(即公德)都无法接受。甚至形成虚

伪人格。

困境之二：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配合不

够，互动无力。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学校德育的重要性、地

位、任务总体上是趋于认同的．但存在着社会、家庭

与学校认识不同步、不一致现象。

近十几年来，不少学校和地方党政部门都意识

到学校德育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并且进行了社区、

家庭与学校齐抓共管的大量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

验．但由于对市场经济、社会的不可控因素认识不

足，尚未形成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和规范。人们对

社会环境和家庭影响因素在大学生思想品德与心

理成长中作用增强的趋势没有充分估计，因而导致

社会、家庭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无限责任与要求和高

等教育的有限责任间的矛盾，并进一步导致了社

会、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协调或配合不当。造

成高校德育实效差的现象。

困境之三：重道德理论说教，轻道德实践活动。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德育方法过分强调思想改

造，片面强调“晓之以理”的灌输，忽视通过“循循善

诱”去激发学生在品德上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机

制。大多数教师仍然长于“管”和“灌”。而短于“放”

与“导”，经常把对大学生的道德要求与大学生品德

发展的自我需要和内在机制对立起来，加深了大学

生思想品德形成的隐性、虚化与社会道德要求的显

性、实化之间的矛盾。．

困境之四：德育与全面发展教育中其他四育关

系处理不当。

我国新时期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等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这

一目的，我国高校实施全面发展教育，即德育、智

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然而长期以来在学

校实施全面发展教育过程中，难以处理好五育的关

系。一种情况是受“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思想的

影响，有些学校混淆了“教学”与“智育”的概念，便

错误地以智育来代替其他各育，认为教学工作上去

了，学生成绩上去了，大学生思想品德无大碍。另一

种情况是，德育从完整的全面发展教育中割裂、抽

离出来，仅仅靠单独的课程，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

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等课程来实施德育。这样使得对人的全

面教养、对人的灵魂原本起着整体作用的德育变成

了某一门课的任务、某一本教材的任务、某一个或

一些老师的任务、某一个机构的任务；变成了在一

个集中的时段里进行的事情。这种教育思维方式是

形而上学的，使得高校德育的效果很不理想。

德育在本质上是人格的、生命的、完整生活质

量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不可能离开智育、美育等其

他各育的。它必须依托其他各育而存在，以诸育为

裁体。而且诸育中也应该渗透着德育。如学科教学

中就有克服困难、实事求是、与人合作学习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学科老师就不能充分利用教育时机对

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非要等到专门的大学

德育课去教呢?另外从根子上说德育也离不开入的

生活。道德是在一个人的全部生活中体现的，生活

中处处有道德，生活中会碰到人与自然、社会、他人

的各种关系．种种关系都会表现出道德的问题。如

果大学生在生活中遇到这些道德问题时没有人去

引导，而到一个集中的时段再去教育，这种流于形

式的德育。效果显然不会好。关于这个问题，前苏联

著名伦理学家罗布尼斯基在1970年写过一本很重

要的书——《道德的概念》，书中的核心观点，“就是

不要把道德从人的活动中分离出来，道德不是区别

于社会现象中其它现象的特殊现象；不能限定道德

的空间范围，道德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无

时不在、无孔不入。如进入到政治关系、国际关系、

生态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以及私生活中：进入

到物质生活、经济生活、精神创造、科学认识、生命

活动中。同时也发生在与周围生活的接触中和个人

对自身的态度中。道德是行为的、价值的、关系的、

心理的、思维的和语言的多层次的构成物。”ll阳

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没有独立自主的道德活

动。道德活动是包含在人类各种活动体系之中的。

我们要从根本上调整对道德的认识、对德育的认

识。道德教育是和其他教育及生活交织、渗透在一

起的。所以这儿有两个不能抽离：道德教育不能从

活生生的完整生活中抽离，不能从其他诸育中抽离。

二、机遇与挑战

21世纪是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逐步

占主导地位的世纪。2l世纪也是一个全新的世纪、

突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

基础、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新格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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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成。它的核心是科技，关键是人才，基础是教

育。可以预言，21世纪的到来，除对整个人类社会产

生强烈震撼外，也必将对我国高校德育产生深刻冲

击和影响。教育生存环境的变革，使高校德育面临

种种挑战。

(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对传统德育的内容和

方式提出了挑战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种经济直

接依赖于知识与信息的生产、扩散和使用。世界经

济当前正向全球化、知识化方面转移。其发展在世

界各国极不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

着很大的差距。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像我国

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着科学技术的挑战，

更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由于计算机网络实

现信息资源共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利用互联互通的全球网络，推销其政治思想、道德

理念、文化价值取向及生活、消费方式，其渗透性很

大。对我国经济、政治生活及大学生的思想产生极

大的冲击。随着电脑网络的普及。由于电脑黑客和

网络犯罪的加剧，凶杀及色情信息的上网，对大学

生的影响无疑会越来越大。一些大学生整天沉溺于

网络中，班级观念、集体意识、校园精神渐渐淡化，

逐渐脱离火热的大学校园生活，形成人格障碍。所

有这些现象使现行的高校德育方式受到挑战，救火

式、防御式的思想教育工作方式更显得招架无力。

(二)全球化市场经济新格局对传统道德观念

及德育内容发出挑战

经历了30年改革发展的我国。已经初步建立

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深刻地变革着我国的

社会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分配方式．也改变了广大

民众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但是，不可否认，在旧的社会矛盾解决之后，又会产

生新的社会矛盾。逐渐拉开的劳动收入差距使贫富

差距加大。市场价值规律、利润法则在经济领域发

挥的作用．使得人们对传统道德思想领域的“诚

信”、“为公”等理念产生怀疑，甚至个别企业与个人

发展到制假贩假、坑蒙拐骗的程度，如近年发生的

三鹿奶粉事件。个别“暴发户”对极端个人主义、享

乐主义的炫耀和个别公务人员对社会财富的巧取

豪夺都助长了社会道德的失范。所有这一切，给高

校德育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目前在大学生思

想中存在的诸如“一切向钱看”、“钱不是万能的。但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金钱至上思想及生活享乐主

义，学习目的上的“读书挣钱为个人”等观念都不能

不说是这些影响的结果。因此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对

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影响，是高校德育改革的重

要课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领域的竞争原则辐射

到其他领域。引进竞争机制，提高工作效率是社会

各行各业共同的管理目标。有竞争就有输赢，在竞

争中人与人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手关系。这

与传统道德所主张的诚实笃信、团结友爱、敬业乐

群、厚德载物、舍生取义等美德发生了冲突。如何既

要利用竞争机制，又要增强团结合作，既要提高国

家的综合竞争力，又要增加民族的凝聚力，这既是

新世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新

世纪我国高校德育改革的新课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部分行业不再实行“统

一分配、统一管理”的人才使用制度，社会给个人自

主择业留有广阔的空间，于是一些人对奉献社会、

服从大局、以祖国和人民利益为重等传统道德观念

产生怀疑；对道德理想实现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产生

道德反悔；对调整新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生活关

系的道德规范产生疑虑。于是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有

所抬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受到质疑。社会

主义道德理想、道德行为、道德规范都遇到新的挑

战。这些变化势必影响到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

影响着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一些成年人价值观发生

扭曲．也给大学生的理想、道德、价值观的培养带来

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各国之间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相互依

存，自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海啸是这一经济趋

势的体现。据统计．目前世界生产总值的1，3，世界

对外投资的70％，世界贸易的2／3，世界技术专利的

80％。都掌握在跨国公司的手中。跨国公司已经成为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但这种资源配置也

存在种种隐患。如经济规模过于庞大，一旦跨国公

司当中某一环节出现了问题。就会发生全球连锁反

应，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走势。从美国次贷风波引

起的全球金融动荡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要克服这些

问题，从人才培养角度看。加强全球合作、共处精神

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三)文化全球化趋势对我国高校德育提出了

新的内容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正在逐

渐形成。“文化全球化”应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和

而不同”，而非“文化霸权”，也非“文化拼盘”，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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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元化”趋向，即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

础上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因此在文化全

球化的背景之下，高校德育应思考如何对大学生在

培养爱国主义的同时。又从整个国际大背景和全人

类的广阔视野出发。培养大学生对世界其他民族文

化价值的尊重、理解与辨识。

(四)生态环境与国际安全威胁也对我国高校

德育内容提出了新的挑战

当今世界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威胁，其中恶劣的

生态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如大气变

化、臭氧层的破坏、酸雨的形成、来自核电站的放射

性污染、水污染、耕地减少、动植物物种的灭绝、森

林被毁、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所有这一切都迫使

我们去重新检讨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生态环境

方面的这些威胁。是迫使人们不能不倡导“全球合

作精神”的“生态推力”。高校德育要加强对大学生

进行生态观的教育。

2l世纪充满恐怖的火药味，先是“911”恐怖袭

击，后是美国炮轰伊拉克，加上自20世纪80年代

以来。一直困扰着国际社会的贩毒、走私、抢劫、黑

社会的猖獗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犯罪行为，已经成为

威胁家庭、人性、社会安全、国家发展的毒瘤。因此高

校德育工作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国际安全的教育。

三、改革与对策

面对上述我国高校德育改革中存在的种种困

境．面对21世纪科技、文化、教育大发展给我国高

校德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在充分肯定高

校德育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创新，深化改

革，开拓我国高校德育工作的新局面。

(一)关于高校德育目标的改革

现代德育要促进受教育者德性现代化．这就把

德育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现代思想道德素质的主

体上。这是社会现代化对人的要求，也是人自身发

展的要求，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要求。

因此高校德育要注重实效性．必须改变以往不切合

大学生思想实际的目标，应通过改革从过去单一高

要求走向分阶段、分层次实施的德育基本要求和较

高要求，研究和制定科学的、具有多层次和多序列

的德育目标体系：在大学校园中弘扬共产主义精

神；要求所有大学生必须遵守社会公德；允许保护

大学生隐私权：坚决制止大学生违法、违纪行为。

(=)关于高校德育课程、方法、手段的改革

1．加强德育课程改革，发挥隐性课程的作用
‘

“隐性课程又称‘非正式课程’、‘潜在课程’、‘隐

蔽课程’，与显性课程相对，是指学校通过教育环境

(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关系结构的)有意或无意

(难以预期的、伴随着正规教学内容而随机出现的)

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式教育影响的那部分知识、价

值观念、规范和态度。通常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物质

层面：学校建筑、教室的布置、桌椅排列、校园环境：

行为层面：学生间的交往、教师间的交往、师生间的

关系、教师与家长、社区与学校的关系等；观念层

面：校风、办学方针、教学风格、教学观念、教学指导

思想；制度层面：学校管理体制、学校组织机构、班级

管理方式、班级运行方式等。’俾脚隐性课程的构成
因素复杂多变。易被忽视。高校在实施德育中应有

意识地设计和优化隐性课程的结构，尤其应重视高

校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和高校教9币人格力量的教育

意义，使德育渗透在高等院校校园文化和大学生校

园生活中。

面对新形势，高校德育课教学必须加强改革，

尤其是课程教学方法、手段的创新，以提高高校德

育课教学实效。另外在高校德育课程改革中，应发

挥隐性课程的隐蔽性、整体性、易接受性和持久性

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思想、道德、情感。

2．探索、创新德育方法，强调道德养成和道德实

践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德育存在重灌输轻养成，

重理论轻实践，重外显轻内化，重他律轻自律的倾

向．从而造成高校德育实效差。

而实际上“德育过程是在活动与交往中，教育

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施加教育影响，把

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内化为受教育者个体思想品

德的过程。”嘲瑚因此学生个体思想品德形成过程是

由内而外的发展过程．是知、情、意、行统一发展的

过程。学生外在行为表现及行为习惯的养成是受其

内心(潜意识深层)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

准则的指导的。因此道德理论灌输的方法只能从意

识层面上使大学生接受社会思想观点、道德规范，

而要将其内化为大学生人生信念的指导，则必须通

过潜意识的学习方式。即情境学习。也就是说高校

德育过程只重视提高大学生道德认识、道德思维是

不够的。高校德育必须要激发大学生主体的内在动

机、内在生活体验，让大学生个体处于真实的社会

关系中去发展美德。

因此高校德育方法改革应注重两方面：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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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强化养成，在养成

训练中培养大学生的良好作风。陶冶大学生的思想

情操，确立正确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注重开展丰富

多彩、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德育实践活动。使大学生

走向社会，深入生活，参加劳动，在组织大学生社会

实践和结合大学生生活实践中让大学生体验、思

考、认识、感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规范自己的

行为。

在高校德育方法探索、创新过程中，还要高度

重视受教育者自主性，着重自我教育，培养大学生

主体精神，发展积极的个性品质，使大学生追求社

会主义道德理想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具有

自尊、自信、自强、积极进取的精神。

3．德育手段要适应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

网络化、媒体化、现代化

知识经济时代．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对传统德育

的手段和方式提出了挑战，因此高校德育一方面要

注重培养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即学会如何从计算机
网络中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分辨信息、选择信息和

开发、利用、整合信息的能力。提高大学生是非识

别、判断能力，自觉抵制网络中反动的、色情的、暴

力的信息侵袭，清除其不良影响；另一方面，高校德

育工作者应清晰地看到网络给人们带来的便捷之

处，要顺应时代发展，积极地走进网络世界，利用网

络平台，走进大学生的心灵世界，与他们进行心贴

心的交流与沟通。

(三)关于高校德育内容的改革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德育生存环境发生了巨

大变革，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在这个社会转

型时期．用什么内容，以什么方式去教育大学生，是

当代高校德育改革中需要深思的问题。

面对来自市场经济、文化全球化、生态环境及

国际安全方面的挑战，高校德育要继续加强传统美

德教育．同时又要扩展更新以下德育内容：

1．全球合作、共处精神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l世纪教育委员会”

于1996年发表了一份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

中：》。该报告提出当代社会学习的“四大支柱”：学会

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学会共处成

为新世纪高校德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市场经济把各

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人联系在一起，编织成一个既

互相依赖，又互相竞争的关系网。在强调竞争的同

时，现代社会也把“合作”作为高扬的道德旗帜，可

以这样说，现代社会既是张扬独立性、主体性的时

代。又是张扬合作性、群体性的时代。新世纪要求大

学生们必须学会与人合作、谈判、协商、妥协，学会

合作是共处的第一要务。

2．全球精神、国际理解教育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重新界定教

育使命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的最终极目标是培养

“世界公民”。而“世界公民”应具有国际素质，即全

球精神和国际理解教育。“学生的全球精神可包括

以下五方面：一是全球意识，诸如相互依赖意识、全

球化意识、和平发展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国际正义

意识等；二是全球知识，诸如世界地理、世界历史、

国际时事、国际语言、国际经贸等；三是全球技能，

诸如关心地球、维护人权、尊重生命、公正和睦等；

五是全球行为，诸如参与一切有利于全球正义事业

的行动等。国际理解教育旨在使学生理解：每个人

都是人类的一员；所有人，不论其肤色或种族，在所

有阶段(甚至是分子阶段)都有着同样的生物特性；

所有人都经过相同的生物和心理发展过程，因此他

们以同样的方式关心着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通过

国际理解教育．使学生树立尊重其他民族、其他人

种及其文化，和平共处、公正、宽容、团结、负责等价

值观念。”晒

3．保护地球、保护生态的生态观教育

4．坚持和平正义、反对国际犯罪的国际安全教

育

(四)关于高校德育途径的改革

1．发挥德育途径的最大整体功能

高校教育工作者应形成共识，高校德育过程中

的“教育者”应是高等院校全体教职员工。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与其他学科课任教9币从学科教学

角度，通过知识传授渗透思想道德教育，发挥教书

育人的作用；高校领导、学生处、共青团团委及各院

系领导对大学生思想成长发挥管理育入的作用；高

校各岗位职工以对待本职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

责、一丝不拘的精神对大学生品德形成发挥服务育

人的作用。因此高校在开展德育工作时，各德育途

径。如政治课与其他学科教学、学生处、共青团组织

的活动、大学生课外、校外社团活动、大学生志愿者

服务、劳动和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系学生辅导员、

班主任工作、大学生心理辅导工作等，应紧密配合．

发挥高校德育最大整体功能。

2．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将高校德育融人全面发展教育的其他四育之

中．将德育融入大学生每日生活中。寓德育于智育

万方数据



第4期 朱安安：注重德育实效，深化高校德育改革 ．73．

之中。注重发挥学科教学的德育功能。任何教学都

有明确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也总是包含着一定的

思想观点。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感、意志

和认识能力：同时高校教师对教学过程的组织、教

学方法的运用，高校教师的教学态度、思想作风、言

行举止，都会对大学生思想道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因此任何--fq学科教学都商接或间接地，有形

或无形地发挥着德育的功能，正如教育家赫尔巴特

所说“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又由于“教学是学校

教育的中心工作”．大学生每天有6—8小时直接参

与教学活动，高校学科教师和大学生在教学过程中

相互作用，具有同一性和互溶性，高校教师对大学

生思想道德情况最了解，因而做大学生思想工作具

有及时性、针对性。如果高校教师在学科教学中放

弃德育功能．那么加强高校德育实效也将成为一句

空话。

美育的最终任务是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高尚

情操及文明素养。通过美育陶冶大学生的情感，可

以达到以美辅德的作用。

加强劳动技术教育，建立社会性的德育基地，

是发挥高校德育实效的重要途径。劳动和大学生社

会实践活动既是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又是高校德

育的重要途径。与抓好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直

接相关的是建立社会性的德育基地。目前，一些高

等院校与企业、厂矿、街道、博物馆、历史纪念馆和

名胜古迹等建立牢固的联系，有计划、有组织地开

展大学生德育主题实践活动，这已经成为加强高校

德育实效的重要渠道。

(五)关于高校德育组织形式的改革

近年来，我国高校德育工作之所以不尽如人

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校、家庭、社会之间协调

不够。缺乏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工作经验，未形成

一股巨大的合力。近年来的德育研究与实践告诉我

们。要取得高校德育最佳效率，光凭高校单方面工

作是不行的。必须实行社会全方位综合治理。各行

各业、校内校外、家庭、政府都要负责，齐抓共管，一

起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进入2l世纪．困境与机遇给我国高校德育改

革带来更多挑战，事业与责任考验着我们新世纪德

育工作者．深化我国高校德育改革任重而道远。我

们只有不断学习、研究，着眼未来，采取科学有效的

方法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高校德育新情况、新问

题，才能开创新时期我国高校德育改革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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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ing Emphasis佃Actual Effect of Moral Education to Deepen Moral Education

Reform at Universities

Zhu An'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cience，Huizhou University，Huizhou 51 6007，China)

Abstract：Moral education at Universities has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However,moral education reform at Universities encoun—

tered many problems and conflict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ith the dramatic chang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To cope wi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the 21 century，we must，first of all，alarm the achievements of

moral education at universities，and then endeavor to explore renov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goal，the

content，the method，the channel and organization form ere．，to deepen the reform and to generate a new

phase of moral education at universities in China．

Key words：actual effect of moral education；goal of moral education；course of moral education；

method of moral education；channel of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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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德育管理是影响学校德育实效的外部因素.德育目标和德育制度的制定、德育内容和德育方法的创新、教师德育素养和育德能力的提高都是学校

德育管理的内容.制定科学合理的德育目标、创新德育管理制度、提高教师德育素质、创新德育工作内容和方法是提高德育实效的有效途径.

7.学位论文 姚敏 关于中学德育实效性的思考 2000
    本文从加强素质教育角度阐述了增强中学德育的重要意义;分析了我国中学德育工作长期存在的实效性低的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转交德育观念,实事

求是地评价当前中学生的道德面貌,科学规划和设计中学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加强教师在学校教学中的德育渗透,提高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创建有利

于中学生品德发展的德育环境的管理措施.

8.期刊论文 刘香春 坚持"三教结合"增强德育实效 -现代教育科学（普教研究）2003(6)
    传统德育常常把教育对象抽象化、简单化,因此,在已往的德育工作中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是德育目标整齐化一,脱离学生个体的认

识实际、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二是教育者常常凭着良好的愿望进行简单的说教,要求学生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三是德育工作常常囿于教室里、会

场内,一些班队会注重形式,缺少教育的延伸,缺少对德育效果的考查;四是一些学校内部的常规德育工作是对学生的管、卡、压,把德育目标限于学生的行

为习惯方面.

9.期刊论文 冯金宝.周志英 坚持德育"五性" 注重德育实效 -辽宁教育2001(9)
    一、道德教育要加强教育的针对性

多年来,我国道德教育的目标主要存在着"高、同、空"现象."高"就是指道德教育的目标过于理想化,超越现实,脱离社会生活实际和中小学生道德实际

;"同"就是指共同化,德育目标缺乏层次性和阶段性,严重地脱离了中小学生的年龄实际;"空"就是指德育目标一般化,缺乏明确要求和具体指标.目标的"高

、同、空"势必带来道德教育内容的空洞.

10.学位论文 张兴东 当前重庆市职业中学学生的道德问题及学校德育对策研究 2001
    该言语在对重庆市内九所具有代表性的职业中学学生的问郑调查及访谈的基础之上,归纳出当前职业中学学生道德及日常行为的主要问题,并从社会

、家庭、个人及学校德育自身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对于具体的改革对策,论文中提出如下思路:首先,转变观念,树立"主

体性"道德教育思想,让德育回归生活;其次,调整和优化职中德育目标和内容;再次,挖掘职中德育潜力,拓搌德育途径,加强教学实习中的德育工作;最后

,强调加强职业中学的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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