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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oral education is the ideological basis and important content for the graduate students. The moral educ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 led by social core value system. We must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on their mo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period. We should a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main problems; explore actively the content and method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Then we can open up a new 

prospect for the graduate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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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研究生德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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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德育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思想基础和重要内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研究生德育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新

时期做好研究生德育工作必须紧密结合研究生的特点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分析研究生德育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积极

探索研究生德育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不断开创我国研究生德育教育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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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而研究

生德育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生的全

面人才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高校研究生德育教

育就是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心理健康等方面

的教育，培养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它是将研究生培养成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的拔尖创新人才的

思想基础和政治保证。 

“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随着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

一思想指导高校研究生德育工作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2.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研究生德育教育的

必要性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国际上，经

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各国交往日益密切，各种西方文化思

想不断涌入；国内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对外开放不断

深入，思想观念日益变化。尽管研究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

流是好的，但基于研究生在年龄、人生阅历、社会背景等

方面的特征，在国内外各种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下，一些研

究生在思想观念、价值判断上产生了困惑，表现为理想信

念淡化、社会责任感弱化、片面追逐物质利益等问题，研

究生群体的价值取向更易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

强和完善研究生的德育教育，提高研究生价值观的整合能

力，是研究生教育面临的一项重要内容。结合研究生群体

的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研究生德育教育，

十分必要。 

2.1  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5]。 

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党的

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研究生德育教育是“国民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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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

领研究生德育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与研究生

德育教育发展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2.2  是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的需要。 

大学校园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当

前，西方意识形态、文化思想不断渗透的压力和国内改革

带来的影响侵蚀着大学生的价值观，使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在面对新的历史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以社会

共同遵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在高校中最大

限度地形成共识，构建和谐校园文化，对推动高校可持续

发展、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实现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

十分必要。 

2.3  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为高校研究生德育教育指

明了正确方向，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而

且它也为广大研究生明确了价值判断的标准，有利于研究

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利于研究生综

合素养的培养和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符合研究生

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本质所在，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德育工作的指导

思想，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举措。 

3.  我国高校研究生德育教育的现状分析 

2009 年以来，我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和招生结构均面

临着历史性转型和战略性调整。2011 年，我国研究生在校

生达到近 164.6 万人。总体来看，广大研究生的思想主流

是好的，都能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

会主义，勤奋学习、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但与本科生相

比，研究生呈现出独立性强、个体差异性大、价值取向多

元化等特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参差不齐，高校的研

究生德育工作也缺乏实效性。新形势下，正确认识研究生

德育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是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

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 

3.1  高校对研究生德育工作的认识需加强 

通常认为能考上研究生就代表其已具备了很高的综合

素质，在研究生教育中也主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业务素质、

却忽视对其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德育素质的继

续培养。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者当中专门的德育工作队伍

也较匮乏，在研究生德育工作方面缺少工作的主动性、科

学性和实效性。在研究生数量逐年增加和研究生结构不断

复杂的新形势下，高校应从认识上加强研究生德育的重要

性，努力建设一支专业性强的德育工作队伍，切实提高研

究生德育培养的质量。 

3.2 导师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教育需重视[2] 

导师不仅是研究生学业上的指导者和领路人，也是研

究生思想品德的直接教育者。高水平、高素质的导师队伍

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多数导师都能以自己高尚

的道德情操、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坚忍不拔的探索精神，

以及正直的为人处事态度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但导师

由于日常教学科研任务较重，与研究生接触时间有限，使

导师对研究生的教育主要是专业知识的传授和和科研工作

的指导，而没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导

师在关注研究生科研能力、实践能力提高的同时，更肩负

着关心研究生思想品质、道德情操、价值取向、健康身心

成长与发展的责任。 

3.3  研究生的德育教育内容需完善 

第一，研究生党员大都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理

论水平，但仍有一些研究生党员受社会各种不良现象的影

响，存在思想松懈、组织观念淡薄、社会责任感不强、功

利性强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研究生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第二，研究生个体差异性大，在处理学业、恋爱、就

业、经济等方面问题时，常常出现矛盾，给研究生造成不

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出现复杂多样的心理问题，阻碍了研

究生的全面健康成长和学业的顺利完成。第三，近年来，

研究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而研究生的就业期望往往较

高，用人单位则更看重个人的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这样

双方不可避免会出现较大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研究

生的就业压力。因此，研究生教育管理者应在思想、学习、

生活、就业各方面对研究生开展研究生德育教育。 

3.4  研究生的德育教育方法需改进 

好的教育方法是研究生德育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保

证。一直以来，研究生的德育教育方法比较单一，表现为：

重视群体教育，忽视个体教育，调查工作不够细致、不够

深入，尚未真正做到因材施教；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忽视

心理健康教育，没能较好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重视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灌输，忽视将我党的核心思想理论渗透到研

究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

互联网的普及，研究生德育工作也面临许多新问题，对研

179



究生德育教育的方法也应与时俱进，通过采取灵活多变的

教育方法，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4.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研究生德育教育的

对策 

研究生德育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融入研究生德育教育，是高校开展研究生德育工作

的重要指导思想。为此，我们应该以科学的理论和原则为

基础，结合研究生德育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思

想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队伍建设上进行改革和完

善，以适应和服务于研究生德育教育发展的形势和要求，

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服务。 

4.1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不断提高对研究生德育教

育的认识水平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研究生德育教育中，

就是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以提高研究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目标，培养全

面发展的研究生，不断开创研究生德育工作的新局面。为

此，广大研究生教育管理者和导师应不断提高对研究生德

育教育的认识水平，将德育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研究生创

新人才的重要内容，帮助研究生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基本内涵，引导他们确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努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 

4.2  加强党建工作，不断推进研究生德育教育质量的提高 

加强研究生党建工作，是研究生德育教育的关键环节。

由于一些研究生在本科上学期间或原工作单位就已入党，

使得研究生党员的基数较大，而且，在读研期间，高校的

基层党组织为了吸收更多的高层次优秀人才加入中国共产

党，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研究生党员的发展力度。数量上

的优势并不代表其质量就高，部分研究生党员仍不同程度

地存在思想松懈、政治觉悟不高、组织观念淡薄、功利性

较强等现象，阻碍了研究生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发

挥。因此，高校应大力加强研究生党建工作，在推优、发

展、培养、管理各个环节狠抓研究生党员质量，以宁缺勿

滥为原则，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将研究生党建工作

真正落到实处，充分体现研究生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4.3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研究生德育教育的

内容 

研究生德育教育要树立创新意识，将课堂教学与实践

教育相结合，通过丰富教学内容，加强研究生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提高研究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

心理素质。在课堂教学方面，高校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主导作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课堂、进教

材、进研究生头脑，增加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理论认知。在实践教育方面，高校应不断探求新的思路和

对策，积极拓展研究生德育教育的内容和关注点，开展“研

究生学术论坛”、“研究生学术文化节”、“研究生职业生涯

规划”、“研究生心理咨询服务”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实践活动，引导研究生积极参与，用理论指导实践，帮助

研究生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也有助于

研究生明确自身发展目标、培养良好的学术道德、形成健

康的心理。 

4.4  注重融合创新，积极探索研究生德育教育的新方法 

教育方法的融合创新是研究生德育教育有效进行的方

法保证。单一的教育方法已难以适应研究生德育教育的发

展态势，日益复杂的研究生德育问题要求采用个体化和综

合化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不断融合创新。一方面，根据教

育内容和教育对象的差异性，针对不同的情况确定具体且

有效的教育方法，并随着事态的变化而随时调整教育方法，

认识到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所运用

教育方法的不同。另一方面，在个体化教育方法基础上，

重视多种方法的综合化，采用综合化教育方法，可以灵活

处理和动态解决研究生德育教育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困难。

高校的研究生德育教育要注重“引导”和“疏导”，以理服

人、以情服人，帮助研究生正确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转化为自身的信念，并自觉地运用到自己的行动中。 

4.5  加强和谐校园文化建设，努力营造研究生德育教育的

良好氛围[4]
 

和谐校园文化建设对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促进研究生德育工作创新的重要

途径。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注重和谐校园文化对研究生德育教育的推动作

用，努力促进和谐校园文化与德育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

结合，发挥和谐校园文化的熏陶作用，为研究生自觉接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创造条件。高校应积极开展丰富多

彩、积极向上的各类主题研究生教育活动，搭建研究生学

术刊物、研究生网络服务等交流平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有效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

中，以培育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为核心，建设兼具时

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为研究生德育教育营造良

好的校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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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研究生德育教育的专

业化水平 

辅导员是研究生德育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建设一支政

治觉悟高、思想品德好、业务水平硬的高水平专职辅导员

队伍，是研究生德育教育的重要保证。优秀的研究生辅导

员应不断加强自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学、政治经济

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以

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和工作能力；而且能够主动地将

理论运用于实践工作，从多渠道入手，拓宽教育途径，创

新教育方式，增强研究生德育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优

秀的研究生辅导员要善于倾听和平等交流，做到思想上引

导学生、生活上关心学生、情感上感动学生。 

4.7  强化导师德育意识，充分调动导师参与研究生德育教

育的积极性 

    研究生导师的育人作用不仅体现在传授业务知识方

面，也体现在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风范影响方面。导师的

为人师表和言传身教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养成优良的学风作风和培养良好的

社会责任感。通过将研究生德育教育要求贯穿于导师的遴

选、考核、任用等环节，充分考察导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

职业道德水平，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强化导师的德育意识，

充分调动研究生导师参与研究生德育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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