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论绪论绪论绪论 珍惜大学生活珍惜大学生活珍惜大学生活珍惜大学生活 开拓人生新境界（下）开拓人生新境界（下）开拓人生新境界（下）开拓人生新境界（下）

【导入新课】

请同学介绍一下思想道德修养的教育情况

【讲授新课】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建

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

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在思想理论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我们党深刻总

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提出的一重大任务。

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

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灵魂）

2、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主题）

3、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精髓）

4、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基础）

所谓核心价值观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社会层面的核心价

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个体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荣辱观）。

马克思被评选为千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面临世纪之交 ,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 ,这就

是这个活动是由英国广播公司 (ＢＢＣ) ,1998 年夏天 ,用几周时间在国际互联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 ,经过反复评选最后选定的。马克思排在第一位 ,排在第二位的是世界最有影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在开始阶段 ,爱因斯坦的票数处于领先的地位。到评选活动的后期 ,赞成马克思为本千年最伟大思想家

的票数直线上升 ,并遥遥领先于爱因斯坦。美国纽约的一家报纸用整版篇幅评论了这个意义深远的事

件。尤其引人深思的是 ,这一活动不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媒体 ,而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媒体所做

的。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现实背景

1、人与社会的互动的历史过程中，人的价值突显。

2、人发展的现代精神诉求。

物质发展之后的精神生活诉求

世俗化进程中的理想信念诉求

科技化进程中的人文关怀诉求

3、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性矛盾整体的回应。

矛盾的具体表现

矛盾之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矛盾之二：东西文化的矛盾

矛盾之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主要是价值多元化趋势和主流价值边缘化趋势两种趋势相互影响，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之所以提出的直接现实原因。

谓当下社会价值多元化趋势，指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价值需求逐渐分化，价值

取向日益增多。一方面，这扩展了人们选择的空间，大大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性，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

另一方面，价值多元化的日益扩展也使得人们对基本的价值判断产生了困惑和迷茫。人们在诸多的价值



尺度和价值供给中感到无所适从，从而在实践中不得不向价值的多元化妥协。而正是因为这种多元的妥

协，人们原先持有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所以，在实践上，人们忽然发现，一些基

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开始被打乱，社会在很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基本的荣辱感。

比如，艰苦奋斗曾是人们引以为豪的一种品质，可这种品质正被一种蔓延的骄奢之风所稀释，见

义勇为、舍己为人、无私奉献、劳动光荣、谦虚谨慎等价值观也是如此，“纯”和“正”的价值形象不

断被功利价值观消解，“另类”的价值形象则不断得到强化；雷锋精神在不少地方被娱乐化和边缘化，

英雄人物甚至受到嘲笑与曲解。按理说，在逻辑上，价值多元化并不必然会带来主流价值的边缘化，但

事实上为什么这样了呢？这表明，主流价值“失语”的背后，还有更深的原因。那么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深入分析发现，这些深层原因就在于，在社会变革的同时，主流价值没有及时地跟进，没有调整

自己的话语模式和内容。在这种意义上，核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失语”，与其说是价值多元化的挤压，

不如说是核心价值自身的弱化，即在新的多元价值竞争中，失去了优势和潜力。这就从反面启示我们，

在新时期条件下，核心价值话语的重建必须立足时代要求，适应时代新的价值需求，形成新的话语模式

和话语体系。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

主要有几方面的意义：

一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视域，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价值视域；

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核心价值体系，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

设，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四节 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意义和方法

一、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意义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介绍

1、本课程的发展过程：

1983年，《思想品德课》（1982）。
1986年， 《法律基础课》。

1987年，《大学生思想修养》、《人生哲理》、《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和《职业道德》。

1993年，《大学生思想修养》、《人生哲理》合为《思想道德修养》。

1998年，规定《修养》《基础》是大学生的必修课。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把思想道德修养课与法律基础课合并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课程结构：

绪论

第一章 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

第二章 继承爱国传统 弘扬民族精神

第三章 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

第四章 加强道德修养 锤炼道德品质

第五章 遵守社会公德 维护公共秩序

第六章 培育职业精神 树立家庭美德

第七章 增强法律意识 弘扬法治精神

第八章 了解法律制度 自觉遵守法律

3、本课程的特点：

第一，综合性与丰富性相结合。

目标的综合性——人生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统一；政治目标、道德目标、职业目标与生活目标的统一。

内容的丰富性——政治、法律、社会、道德、心理内容的结合。

涵盖的多样性——涵盖学习、交往、职业、婚恋、日常工作等活动领域。



第二，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理论性——用理论的真理性、逻辑性说服学生，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而不是满足于概念的表述

与知识的罗列。这是与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相区别的特点。

实践性——针对大学生在成长成才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正确运用理论进行分析和解决，而不

是停留于问题的描述与现象的罗列。

第三，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

主导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内容主导；以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为

价值主导；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为主旋律；

多样性——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借鉴国外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知识；吸收实

际生活中的有益成果与经验。

（二）学习这门课程的意义

小资料：

世界许多国家都十分注重思想道德修养的教育，只是名称和内容各有不同而已。西方各国对德育

课程称谓不一，美国和法国称之为“公民教育”，英国、加拿大、德国称之为“政治教育”，西班牙称之

为“共处之道的教育”，日本称之为“社会科”和“道德时间”，新加坡称之为“生活教育”。美国的道

德教育渗透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现代社会”、“社会问题”等学科之中，常常与宗

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德国在普通教育的教学计划中，安排了政治教育、和平教育，环保教育等内容。

政府重视、社会重视、高校重视

内容：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人格教育、公民教育

美国政治教育的目标：

确定不移的目标：培养忠诚的美国公民

核心内容共四个基本方面，这些基本方面长期以来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1.美国社会制度及其

优越性教育；2.反共教育；3.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4.国民精神的教育

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中有：道德伦理（1门）、社会分析（1 门）、历史研究（1 门）

普林斯顿大学的核心课程中有：伦理思想与精神价值（1 门）、历史分析（1 门）、社会分析（2门）

斯坦福大学的核心课程中有：文化、思想和价值（三学期课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3 门课程，每

个子类至少 1 门）

（一）意义一：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有助于当代大学生认识立志、树德和做人的道

理，选择正确的成才之路。

案例：耶鲁大学有一批应届毕业生２２人，实习时被导师带到华盛顿的白宫某实验室参观。全体学生

坐在会议室里等待该实验室主任胡里奥的到来。这时有秘书给大家倒水，同学们表情木然地看着她忙活，

其中一个还问了问:"有黑咖啡吗?天太热了"，秘书回答说:"抱歉，咖啡用完了。"

有一个叫比尔的学生看着有点别扭，心里哺咕:"人家给你倒水还挑三拣四的。"轮到他时，他轻声说:"

谢谢，大热天的，辛苦了。"秘书抬头看了他一眼，满含着惊奇，虽然这是很普通的客气话，却是她今

天惟一听到的一句。门开了，胡里奥主任走进来和大家打招呼，不知怎么回事，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

回应。比尔左右看了看，犹犹豫豫地鼓了几下掌，同学们这才稀稀落落地跟着拍手，由于不齐，越发显

得凌乱起来。胡里奥主任挥了挥手:"欢迎同学们到这里来参观。平时这些事一般都是由办公室负责接待，

因为我和你们的导师是老同学，非常要好，所以，这次我亲自来给大家讲一些有关情况。我看同学们好

像都没有带笔记本。这样吧，秘书，请你去拿一些我们实验室印的纪念手册，送给同学们作纪念。接下

来，更尴尬的事情发生了，大家都坐在那里，很随意地用一只手接过胡里奥主任双手递过来的手册。胡

里奥主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走到比尔面前时，已经快要没有耐心了。就在这个时候，比尔礼貌地站起

来，双手握住手册恭敬地说了一声:"谢谢您!"胡里奥闻听此言，不觉眼前一亮，伸手拍了拍比尔的肩膀:"

你叫什么名字？”比尔照实回答，胡里奥微笑点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早已汗颜的导师看到此情景，微

微松了一口气。两个月后，毕业去向表上，比尔的去向栏里，赫然写着该军事实验室。有几位颇感不满

的同学找到导师:"比尔的学习成绩最多算是中等，凭什么选他而没选我们？”导师看了看这几张尚属稚

嫩的脸，笑道:"是人家点名来要的。其实你们的机会是完全一样的，你们的成绩甚至比比尔还要好，但



是除了学习之外，你们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修养是第一课。"

摘自[美]托马斯·奥特曼《让心灵透透气》，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3 年版

思考：

（1）为什么比尔成绩一般，却赢得一份好工作。

（2）听完这故事，你有何领悟

（二）意义二：

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摆正德与才的位置，做到德才兼备、全面发

展。（理论）

德与才的辩证关系

人的素质是多方面的，但总起来说是德与才两个方面，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就强调

了"德"的这种统帅作用。俗语说，无才无德是"废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只有

德厚而才丰才是"合格品"。现实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个没有德性的人，其知识越多、才能越大，

对社会和人民的危害也越大;一个德性不好的人，即使有才干，也很难为社会接纳。

（三）意义三：

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掌握丰富的思想道德与法律知识，为提高思

想道德和法律素质打下知识基础。

案例（1）：网上辱骂他人是否犯法？

答案是肯定的：网上辱骂他人是违法行为！

这类案子我也接手过几起，大多是在博客上留言骂人的行为，法院最终判定的有侵犯他人名誉权、

人格权等，处赔偿精神损失 500－10000 元不等，部分情节严重者被刑事拘留。

在此提醒各位：网上语言一定要文明，现在任何网上违法犯罪都能被查到，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

而抱恨终生。同时，作为被侵害者，一定要加强自我防卫意识，生活、学习、工作受到影响时一定要报

警。

网上骂人“猪头” 被判赔一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一名网民在网络上发帖称他人为“猪头”，番禺法院近日判令其向受害人支付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

10000 元。

这是番禺法院审结的第一宗利用网络侵犯名誉权的案件。

这是番禺法院审结的第一宗利用网络侵犯名誉权的案件。

案例（2）：章某是番禺区某物业管理公司的保安队长。2004 年 2 月，该小区业主举行游行活动，

章某进行劝阻，被拍下照片。而后 21 世纪满堂红地产网出现了题为“凶悍的猪头保安”的帖子，并附

有章某的照片。该论坛网民相继跟帖，其中不乏“送屠宰场！大卸八块！我要杀猪”等侮辱性言论。章

某为此受到很大压力，他认定发帖人就是该小区住户邹某，一纸诉状将邹某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邹

某立即停止侵害其名誉权和肖像权的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赔偿共 20 万元。

网上骂人“猪头” 被判赔一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章某提供了 2003 年 11 月 11 日“gdda”在网上书写的帖子“我就是 gdda！今年七月的照片！”及照片，

以及 gdda 在 2004 年 4 月 21 日发给“神雕小侠”的主题为“通讯录”的邮件，邮件内通讯录上记录了

gdda 就是邹某，并详细列明邹某的身份资料。章某把这两份打印件作为上诉的证据。邹某矢口否认自己

是 gdda，对章某提交的打印件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于是，邹某是否就是网络中的 gdda，成为了本案的

关键。

为查明案件事实，番禺法院委托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调取相关证据。由该处提供

的证据，法院初步认定邹某就是网络中的发帖人“gdda”。为进一步确认，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

安全监察处通过查询世纪龙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邮件系统，找到了“gdda”的联系方式，证实“gdda”

的电话号码、身份证住址与邹某的一模一样。此外还有多项证据表明邹某就是“gdda”的事实。

番禺法院最终判定:邹某在 21 世纪房产论坛网站上以个人名义向章某赔礼道歉，同时，支付章某精

神损害抚慰金 1万元。

二、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方法



1、注重学习科学理论

2、注重学习和掌握思想道德和法律修养的基本知识

3、注重联系实际

4、注重知行统一

三、本门课程考核要求说明

（一）课程考核：学分：4（考试 3+实践 1）
考核方式：平时成绩（3）+论文（3）+考试（4）
平时成绩：考勤、作业、课堂表现

取消考试资格：缺课达 1/4，旷课达 1/5
（二）社会实践的要求

1、本学期必须参加一次社会实践，其形式可以多种，并要求提供社会实践的报告、照片和证明材料。

2、报告的字数不得少于 1500字。

3、社会实践的报告必须手写。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当代大学生要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最根本的是要学习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节课我们学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关内容，明确了当代大学生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是一个人加强修养、完善自我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始终，明确学习本课程意义，掌握学习方法，才能更好的在实际生活中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课后思考】【课后思考】【课后思考】【课后思考】

1、什么是思想道德修养？

2、大学生应如何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

3、当代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为什么要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3、结合实际谈谈学习“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的意义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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